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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成 任娜 化玮

抓获犯罪嫌疑人 7个，破获涉及 27个省、直辖市案件 6000余起，

冻结资金 1.12亿元……近日，长垣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虚假

投资网站实施诈骗的特大电信诈骗团伙，令人惊讶的是，这起案件从发

现线索到破获收网，前后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样的效率不是偶然。

从去年全年电信诈骗案件破案率仅有 7%，到今年上半年提升到

23.3%，打击电信诈骗案件，长垣市公安局建立起了专业化的反诈队

伍，并且进入了侦办能力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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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月，长垣市公安局在侦办一起
涉案资金达 200余万元的诈骗案件时，发
现该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名下有高达1个
多亿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

骗了 200 多万元的骗子，怎么会有 1
亿多的存款？办案人员认定其中另有隐
情，经过对其来往账目海量信息层层追查，
深度研判，一起横跨27个省、直辖市，受害
人数达 6000余人的特大电信诈骗案件浮
出水面。

经查，除了这起以虚拟货币“联邦币”
为名实施的诈骗外，嫌疑人还是另外一个
虚拟投资网站诈骗的组织者。他们租赁网
站服务器、制定网站投资运营模式、控制网
站收益分红幅度、操纵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资金运转、提现进度，通过宣传投资后收益
高、稳赚不赔等虚假信息来骗取受害人投
资。短短 7个月，诈骗金额就超过了 2亿
元。

今年 8月份，通过调取大量数据分析
研判，长垣市公安局在梳理出了该犯罪团
伙的组织构架、内部分工、团伙规模、成员
身份等情况后果断收网，成功打掉这一特
大系列诈骗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7人，扣押高档车辆4辆，深圳、海南等地价
值3000余万元房产6套，冻结银行账户55
个，冻结资金 1.12亿元，冻结价值 2000余
万元的比特币，扣押现金240万元。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
型网络犯罪迅速发展蔓延，严重影响了社
会稳定和群众的安全感，百姓深恶痛绝，依
法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
义不容辞。”长垣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
委胡亚坤说，该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将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打下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和合法权益。

破获“小”案牵出“大”案，长垣市公安
局仅用两个月取得的这一战果可谓丰盛！
这样的办案能力是怎么来的？

取证难、抓人难、追赃难、周期长……
电信诈骗破案难是办案人员的共识。正因
如此，去年长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刑警
们在遇到这类案件时，大家也都把它当做

“难活儿”，第一反应就是推。
“也不怪大家没有积极性，当时的刑警

大队每个中队只有三四个刑警，每天辖区
内的案件都忙不完，电信诈骗案件往往需
要去外地调查取证，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辖
区的案子又会堆积，案子‘越办越多’。”孙
振宇是长垣市公安局电侦大队的负责人，
去年 6月份，还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他
开始负责电信诈骗案件，一上来就感到了
巨大的压力。

“办案全靠来回借人，既没效率也没
效果。”孙振宇介绍，那时的电信诈骗案件
已经占到了刑事案件的 6成，并且还在持
续增加，警力不足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
更危险的是每次临时拼凑来的团队根本
谈不上专业，面对手段日益狡诈的诈骗分
子，这样的“草台班子”没有与之交锋的能
力，急需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打击队伍。

“专业的前提是专职，既然案件比例在
持续增加，那就拿出相对称的警力去应
对。”胡亚坤表示，建设高质量公安，需要解

决警力不足与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更高
安全需求与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形势发
展变化与警务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成立
专业的打击电信诈骗队伍是顺应当前需求
的必要变革。

去年10月，长垣市公安局从刑警大队
的7个中队中抽出3个中队，加上原来已有
的研判队伍，组成了专办电信诈骗案件的
电诈小组，解决了内部互相推诿的状况，加
强了刑警对于同类案件技法战法的总结交
流，形成了电诈案件的专业力量。而为了
让专业更加专业，长垣市公安局打出了一
套组合拳——

轮岗轮训。研判人员运用技术手段进
行研判寻找线索，办案中队现场调查取证，
这本来是电诈小组的工作流程，但事实上
办案人员也需要建立起研判思维，充分了
解才能配合紧密。自电诈小组成立之初，
办案中队和研判中队的人员便分批开始进
行轮岗，熟悉不同岗位工作，按照设想，研
判小组将来还会逐渐取消，做到全员研判、
全员办案。

专案专班。对于涉案人员广、资金多，
需要长期侦办的大案要案，抽调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形成固定的办案队伍，提高办
案效率。

统筹办案。“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对于
一些案情简单、侦查难度较小的案件通过
协调交给辖区派出所处理，相应的，案件绩
效也一并移入派出所考核，让电诈小组有
更多精力去应对专业化、组织化的诈骗犯
罪分子，把“小活儿”让出去，把“难活儿”拿
下来。

抓大不放小——明确“全链条打击”方向
李津明和赵杰不算是纯粹的骗子。他们

不骗人，答应给人的钱他都给了，他们的“货”
也都可靠能用。

他们是“卖卡”的。
为了躲避技术手段的监管，诈骗分子不会

使用真实身份去注册社交软件账号，更不会用
自己的银行卡接受转账。那么这些东西从哪
来？大量的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贩
卡集团。

贩卡人专门收购普通人的手机卡以及绑
定的银行卡，一个手机号、银行卡少则数百元，
贵的如对公账户则可以卖到几千元基至上万
元，贩卡人收回来后再统一卖给诈骗团伙。

李津明和赵杰俩人干的就是这个活。
今年6月份，长垣市民李先生报警称自己

遭遇了贷款诈骗，对方说需要伪造银行流水才
能获得大额贷款，并且一直以操作错误、银行
冻结等理由，要求李先生不停地转账，着急用
钱的李先生先后给骗子提供的银行卡转去了
5万多元后，才察觉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报警后，电侦大队的办案人员通过追踪资
金流向，很容易找到了收款账号的卡主，在他的
配合下，办案人员成功将李津明和赵杰抓获。

诈骗案件还在继续追踪，而李津明和赵杰
则因为涉嫌辅助他人诈骗，不得不进了看守所
待着，等着接受法律审判。

“拔出萝卜带出泥，打击卖卡、贩卡也是我
们现在的办案重点之一。”孙振宇介绍，由于诈
骗手段越来越趋于专业化，诈骗行业已经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黑灰”产业链。

以投资、赌博类诈骗为例，为了搭建平台，
骗子首先需要找到技术开发公司，购买服务建
立网站或者App；其次，他需要找到贩卡集团，
购买大量的社交软件账号、银行卡、手机号等，
为行骗做好“物料”保证；然后，他还需要联系上
洗钱集团，确保自己诈骗来的钱“洗白”。

而这每一个环节之间还会有中间商的存
在，每个行业内部又会有细分，例如洗钱集团
根据不同的洗钱方式，还会联系到博彩机构、
支付机构，还有专门负责取钱的“背包客”，从
物理、技术两个层面确保资金“安全”。

“如今的诈骗团伙为了躲避监管，大多已
经向境外转移，如果我们仅仅盯着骗子，不仅
可能会陷入抓不到人的死胡同，而且永远跟不
上新骗子的产生速度。”孙振宇说，“电诈”产业
链已经形成，以前的机制下我们没有精力去顾
及更多，现在有了电侦大队，侦查的思路也应
该有所调整，必须要“打精打专打链条”，即以
专业化的诈骗团伙为重点，围绕案件实施全链
条追踪打击。

有案必接，线索必查。围绕接到的每一起
诈骗案件，不放过每一条线索，对犯罪链条上
的每一个细小环节进行追查，不把抓获诈骗行
为当事人作为唯一目标，多点击破。

开展专项行动。针对贩卖银行卡等诸多
为诈骗提供信息发送、网络通信、App开发、
洗钱套现等服务的，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通过
排查过往案件、接受群众举报等方式搜集线
索，对电信诈骗某一环节实施集中打击。

“通过全链条式的打击，破坏电信诈骗上

下游的生存土壤，让从事诈骗的门槛越来越
高，让违法者望而却步，让贪图利益者知难而
退，让骗子越来越难当，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
的效果。”胡亚坤介绍，下一步，长垣市公安局
还会继续创新体制机制，整合资源手段，强化
基础建设，从根本上提升应对电信网络诈骗新
型犯罪的能力水平。

今年以来，长垣市公安局共破获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114起，抓获嫌疑人88人，逮捕
62人，冻结涉案银行卡 1066张，冻结涉案资
金 1.87 亿元。疫情防控中，公安机关重拳打
击涉疫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破案件35起，抓
获嫌疑人25人，为群众追赃挽损441.38万元，
有力维护了疫情期间当地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脚板+科技”——营造全民拒骗的氛围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家住长垣市魏庄街

道的江慧辞去了原先在卫材厂的工作，一直在
家里带孩子。6月底，在家中刷抖音的她无意
中看到了一条别人晒“收款记录”的视频，江慧
随手点了一个赞。谁知接下来的几天，视频的
博主开始频繁私信向她介绍在家挣钱的秘
密——刷单，也就是帮助一些电商店铺刷购
买记录，她可以从中抽取佣金。

起初江慧并不相信，但看到对方发来了一
连串的“资质证书”以及更多人的收款记录后，
江慧心动了。

在对方的指引下，江慧接了自己第一单任
务：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 238元的商品。
很快，对方就返还了255元的本金加佣金。已
经相信了对方的江慧开始听从对方的建议，接
下了佣金更高的“大单”。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数千元的购物款支
付过后，对方解释说这个任务是“连单”，必须
连续完成多个任务以后才能返本金佣金，没有
怀疑的江慧很快就又连着刷了几单，可对方又
分别以系统故障、操作错误等理由，迟迟不肯
返还。

江慧有心放弃任务，可放弃也必须缴纳罚
金才能拿回本金，就这样，一直咬着牙刷到了
4 万多元，江慧终于意识到不对，这才报了
警。整个被骗过程不过才一个小时。

“这是一个典型的刷单刷信誉类的诈骗，

这样的案件在长垣每隔几天就会有一起发
生。”负责该案的长垣市公安局电侦大队一中
队队长段向辉说，他们已经开始了案件的侦
查，但由于这类有组织的网络诈骗往往隐蔽性
很强，追赃的难度很大。

“你之前没有听说过这都是骗人的吗？”
“没有，没注意过。”
对于江慧的回答，段向辉表示很无奈。事

实上骗子的“套路”大多类似且并不复杂，只要
是了解过就很容易识破，可很多人根本不去关
注。

“打击电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
财产不受损失，决不能只注重破案率，而忽视
了居高不下的发案率，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
的。”胡亚坤说，电信诈骗案件的侦办难度高、
追赃困难重重，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发生，做
好反诈宣传比打击更为重要。

为了营造浓厚的反诈宣传氛围，从今年 6
月下旬开始，长垣市公安局开始对每日电信诈
骗警情进行梳理分类，依托拥有超过 78万粉
丝量的长垣“微警局”进行通报，并将文章链接
转发到全市各乡镇、村的各类村民联系群中。
除此之外，长垣市公安局还挑选一些典型案
件、典型骗术、防骗技巧不定期进行发布，增强
群众防诈骗能力。

“通过实实在在发生的案例，提高大家的
警惕意识，教大家认识骗子的骗术，可以更好

地从源头上防止诈骗案件的发生。”胡亚坤表
示，电信诈骗的主阵地在网络，尤其是各大社
交软件，警方不仅要在打击犯罪的前沿同犯罪
分子作斗争，也要在网络这个“战场”上与犯罪
分子作斗争，利用常态化的宣传普及防诈信
息，挤压诈骗犯罪的生存空间。

文章发布了群众不看怎么办？没有关注
过公众号怎么办？仅靠“科技”也不行，“脚板”
也必须跟上。

长垣市公安局发挥“一村（格）一警”优势，
在保持线上宣传声势的同时，还通过各村委会
的“大喇叭”每日播放反诈音频；点对点入户走
访现场讲解防诈知识，解答群众疑惑。社区民
警还在辖区厂矿、企业广泛张贴反诈宣传海
报，发放宣传单、填写反诈调查问卷。该局情
指中心还每日对电诈案件高发辖区下发督办
通知，督促责任单位加大宣传防范力度……

“打击和预防犯罪都是公安机关的主业，
长垣市公安局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持
打防并举、防范为先，兼顾两个‘战场’，线上线
下一体，坚决遏制新型网络犯罪上升势头，消
除社会治安隐患，全力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胡亚坤表示，长垣市公安局将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强行业治
理、源头整治和宣传防范，坚决打赢全民反诈
的人民战争，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专业反诈亮剑专业反诈亮剑 打防并举拒骗打防并举拒骗
——长垣公安打击防范电信诈骗活动纪实

庆七一升旗仪式

长垣市公安局开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法制培训会

破案追赃挽损 群众锦旗感谢

打防结合 广泛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