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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虚拟货币成逃犯被民警抓获
本报怀化讯 10 月 18 日，一名在网上炒虚
拟货币、涉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逃犯，被怀
化铁路公安处民警抓获归案。
经审查，嫌疑人周某，男，33 岁，怀化中方
人。据周某交代，之前他一直做二手车生意。今
年，初中同学杨某向周某介绍了一个“发财”的机
会，推荐他加入 oti 火狼社区（一个非法交易渠
道），按照指令在网上交易所买进卖出 oti 币，并
且承诺只要照办，就可以定期领工资。杨某还向
周某保证：
“亏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
”
经杨某这么一说，周某动心了，他认为这是
一次难得的发财机会。于是在杨某的安排下，周
某交纳了两万元会费，并申请了一个账号，很快
就赚回了本金。尝到甜头的周某，不再满足于
此，一口气将 50 万元家底都投入了进去，办理了
多个账号，正准备发一笔大财的时候，杨某却被
警方抓获，周某闻风潜逃。
此时的周某仍不甘心，觉得自己投入太多，
便在怀化市内某出租房里“躲风头”。怀化铁路
公安处芷江西站派出所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
在出租屋内将周某抓获。
通讯员邓同礼 申太隆 柳雅 记者满延坤

女子与其网上相识两天后见面，
被骗10300元；
民警通过受害人闺蜜把嫌疑人
“钓”
出来
现金，
给对方买了一双价值不菲的鞋。
原以为自己即将开始一段美好的恋情，可
让陈女士没想到的是，她正在一步步踏入对方
设下的陷阱：短短几小时内，陈女士就损失了
10300 元，之后被对方拉黑。伤心的陈女士只
好报警，目前嫌疑人张某已被依法刑拘。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

本报记者满延坤
实习生唐莉献 通讯员陈慧 长沙报道

长沙的陈女士今年28岁，
闲来无事
会在网络交友平台上聊天交友。近日，
她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
“网红男主播”
的
张某，
“互有好感”
的两人在认识两天后
火速奔现。
第一次见面，
张某在饭后就带着陈
女士到国金中心巴黎世家门店逛街。张
某将看中的巴黎世家男鞋拿至收银台，
并拿出银行卡假装刷了一会儿。随后，
张某告诉陈女士
“银行卡被冻结了，
帮我
垫付一下买完就还给你”
。可让陈女士
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花了8300元将这
双鞋买下时，
张某已经瞄向路边的共享
电动车准备溜之大吉了……

前不久，
家住长沙的陈女士通过网络交友平
台认识了一位自称是网红主播的男子，
“互有好
感”
的二人随后加了微信，
并在认识两天后火速
奔现，
吃完烤肉逛了街，
陈女士甚至还提前垫付

民警利用交友平台
将男子
“钓”
进派出所

网络交友认识一名
“网红男主播”
陈女士是宁乡人，今年 28 岁，闲来无事会
在网络交友平台上聊天交友。9 月 27 日，陈女
士在某网络交友平台上刷到一位自称是网红
的男子张某，聊了几句后，两人都对对方产生
了“好感”，随后，二人加了微信，并相约在两天
后一起吃饭、逛街。
9 月 29 日下午，陈女士如期赴约，二人相
约在天心区白沙路一家烤肉店吃了晚餐。
饭还没吃完，张某的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要
其还钱。
“ 嫌疑人之前赌博欠了朋友一些钱。”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书院路派出所刑侦民
警欧阳镜晖告诉记者，接完电话后，张某谎称

他刚换新手机，银行卡也丢了，目前还处在挂
失未解封阶段，要求陈女士先给自己转 2000
元，
说
“转完后我给你现金”。
当陈女士给张某转了 2000 元后，张某这
才说自己没有现金，不过他又对陈女士说“之
后会转你支付宝”。陈女士此时仍然不知，自
己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对方设下的陷阱。
欧阳镜晖告诉记者，吃完晚餐后，两人步
行至国金中心，
进了巴黎世家门店。
欧阳镜晖说：
“张某在进店后，一直在试衣
服、裤子和鞋子。”试了几次后，张某看上了一
双鞋。

垫付8300元给对方买鞋却被拉黑

子。

陈女士为张某垫付的价值 8300 元的鞋
图/受访者提供

欧阳镜晖告诉记者，
根据店内监控显示，
张
某将看中的那双鞋拿至收银台，
并拿出银行卡假
装刷了一会儿，
“此时，
嫌疑人又对受害者说，
‘银
行卡被冻结了，
因此刷不了’
，
并询问陈女士能否
先帮自己垫付，
买完东西后会立马还钱给她”
。
张某看中的这双鞋可不便宜，一双要 8300
元。相信了对方说辞的陈女士，又花了 8300
元将这双鞋买下。从商场出来后，陈女士开始
觉得不对劲，要求张某马上还钱。
此时的张某却百般推辞。
“ 嫌疑人一开始
说去银行更改预留的手机号码，但两人逛完商

场后，已经是晚上 8 点多，银行柜台不可能还
开着门，随后，他又说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帮
自己先付钱。”欧阳镜晖说，张某给朋友打了几
个电话，
但都无人接听。
眼见事情即将败露，张某在路边找了一辆
共享电动车准备逃离现场。可当张某刚骑上
车，眼疾手快的陈女士就拖住了他的脖子。张
某勉强骑行十几米后，两人都摔倒了，共享电
动车也倒在了路边。张某没有再坐上电动车，
而是径自跑开了。随后，陈女士发现她的微信
也被对方拉黑，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当晚，极度伤心的陈女士向书院
路派出所报警。
接到报警后，书院路派出所民警
迅速展开侦查，掌握了嫌疑人的基本
信息。随后，民警们讨论出了一个办
法：让陈女士的闺蜜用某网络交友平
台将张某约至派出所附近的酒店，再
由民警实施抓捕。
10 月 9 日，张某收到了一名陌生女
子的邀约，对真相浑然不知的张某欣
然赴约，没想到迎接他的竟是派出所
民警。
经 讯 问 ，民 警 得 知 ，张 某 今 年 23
岁，辽宁沈阳人，经朋友介绍，在长沙
一娱乐场所上班。
同 时 ，记 者 了 解 到 ，张 某 还 有 过
多次盗窃、打架的前科。民警告诉记
者：
“嫌疑人为了在受害者心中有一个
加分 项 ，特 意 塑 造 出 网 红 主 播 的 人
设，让对方觉得自己很时尚、很潮。”
10 月 10 日，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依
法刑拘。
民警提醒，当前互联网上有很多
交友平台，广大市民在网络交友时要
谨慎，对女性来说，与对方初次见面
时，不要独自前往约定地点，最好有朋
友陪伴同行，同时也不要去太偏僻的
地方。
同时，双方在第一次见面的过程
中，都要警惕自己的人身以及财产安
全，如对方提出转账、汇款、借钱等涉
及金钱方面的要求时，一定要慎之又
慎，避免财产损失。

“反诈宣讲团”
走进长沙高校

公司内鬼盗走186台手机被捕

特大网络电诈案宣判14人获刑

损失价值约27万元，
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望城警方抓捕
本报长沙讯 10 月 14 日，长沙望城区某电
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分别来到望城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和高塘岭派出所，将锦旗交到办案民警
手中，表达深深的谢意，并对民警为企业经济
建设保驾护航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赞扬。
全力打造平安营商环境，护航经济社会发
展，自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望城警方始终
积极作为，真抓实干，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涉
企违法犯罪行为。近日，望城警方破获一起公
司财物被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
3 月 12 日，望城警方接到望城区某电子公
司报警称，该公司生产流水线上的 186 台手机

被盗。接警后，望城公安分局党委高度重视，
迅速抽调高塘岭派出所、刑侦大队、网安大队
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
联合对此案开展侦查。
经了解，该公司在对生产线上的原装手机
进行盘点时，发现生产流水线上的 186 台已经
安装组成的华为手机被盗，损失价值约 27 万
元。按道理，要盗取这么多台手机并非易事，
这双贼手究竟是谁？通过前期大量的调查走
访、分析，民警认为，该案极有可能为内部人员
作案。
随后，专案民警对该公司生产车间的监控
视频展开研判。据了解，该公司现有在岗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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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 余人，下辖手机生产线 11 条，其日均生产
手机 4 万台至 8.2 万台，在海量视频中找寻嫌疑
人的踪影，这极大地考验着民警的侦查能力和
强大的毅力。
终于，经过多日的侦查分析，发现该公司
主管陈某、张某等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掌握
相关证据后，为进一步明确犯罪嫌疑人情况，
专案组民警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了该团
伙的外围组织人员袁某，同时，涉案的还有该
企业员工杨某、程某等人。
收网抓捕时机成熟。9 月 10 日，专案组开
展统一收网行动，在网安大队的大力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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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年关将至，骗子们开始“冲业
绩”
，
各种江湖骗术再上演。为不让骗子得逞，
巩固
教育整顿和县域警务工作成效，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
公安分局
“反诈宣讲团”
进学校、
进社区、
进企业，
宣
讲防范诈骗知识，
提高反诈意识，
动员全民反诈。
近日，井湾子派出所民警张兰桥、辅警谢光
辉赴民政学院开展反电诈宣讲。宣讲中，民警以
“法制安全教育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为主题，组
织全校学生重点学习了校园安全法律法规，引导
大家遵纪守法，做合格大学生。为营造反诈宣传
氛围，民警还在校园内公共区域和教学楼大厅张
贴《谨防电信网络诈骗——致大学生朋友的一封
信》，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并在校园图书馆、田径
场、休闲广场、学生公寓大厅等处的 21 块 LED 屏
幕上滚动播放反诈宣传漫画和反电诈系列视频，
时刻提醒同学们注意防范。
近日，同升派出所民警张衡赴长沙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为 2020 级大一新生开展校园反电
信诈骗知识讲座。讲座中，民警细致讲授了网络
诈骗的定义，详细介绍了冒充 QQ 好友、网络刷
单返利、兼职刷单、校园套路贷、跨境赌博等常见
校园诈骗手段，并以案说法，增强大家对各种诈
骗行为的认知。
记者满延坤 通讯员刘杰

民警先后在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岳麓区、开
福区等地将涉案的袁某、陈某、张某、杨某、程
某等 5 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调查，
该盗窃团伙分工十分明确，
其组织
头目袁某通过勾结该企业员工杨某，由杨某作
为中间人联系陈某、
程某、
张某等人将生产线上
的手机分多次搬运走，随后安排专人将被盗窃
的手机进行销赃。该犯罪团伙通过多次盗窃生
产线上的原装手机非法获利数十万元，并对所
得赃款进行了分赃。目前，
5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望城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
一步办理中。
记者满延坤 通讯员覃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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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宣判一起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14 名被告人犯诈
骗罪，被依法判处八年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 处 罚 金 ，责 令 退 赔 1003 名 被 害 人 损 失 共 计
3766495.52 元。
法庭经审理查明：自 2015 年以来，张某某（另
案处理）先后以多家公司名义，招募人员，组建团
队，形成网络电信诈骗集团。
杨家豪、张永龙等 14 名被告人先后加入该网
络电信诈骗集团，通过上述方式参与诈骗犯罪活
动。自2019年2月起，
被告人杨家豪等人共诈骗被
害人 583 人，
骗得金额 200 多万元。被告人张永龙
等人共诈骗被害人420人，
骗得金额150多万元。
此案有 40 多名被告人涉案。杨家豪、张永龙
等 14 名被告人被法院先行判决，其他被告人随后
将陆续接受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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