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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又有新花招

“小三相册”链接不要点
南国都市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王燕珍）
5 月 16 日，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发布
近期警情预警，据统计，近期我省共接处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环比上周均有所下降，其中电
话类诈骗案件中高发的是“熟人、领导”诈骗；
在网络诈骗案件中最突出的是“网购手机”诈
骗、
“网上招聘”
诈骗。

网购手机加微信好友
反被骗 3 千余元
5 月 3 日，市民蔺某用手机在闲鱼 APP
软件上搜索美图 T8 手机，看到一款 T8 手机
标价 3299 元后，蔺某通过闲鱼 APP 聊天功
能询问客服价格，为方便交流，对方就给蔺某
发了一个微信号让蔺某加其为好友。
经议价，双方约定以 3299 元成交，但
对方要求蔺某先交 800 元订金，蔺某随后通
过扫描对方发送的二维码微信转账 800 元。
接着对方又给蔺某发来一个快递单号，要求
蔺某再转 2599 元人民币尾款。蔺某转完钱
后，用单号查询物流发货记录，却没有查到
货物信息，才知道遭遇诈骗。

网上应聘加微信号
中“连环套”被骗千余元
5月7日，市民罗某用手机上网浏览“58
同城网”招聘兼职信息时，收到一条图片短

信，内容是“公司直招、小说打字员、淘宝
天猫客服、无需流动资金、兼职全职均可、
应聘请加在线客服微信”
，并附一微信号。
于是，罗某按照短信内容，将对方添加
为好友。对方通过微信添加罗某为好友后，
便发微信询问罗某是否在找工作，确定罗某
在找工作后，就向其发了一条链接，要求罗
某下载一个 IS 语音软件。
根据对方的要求，罗某下载链接 IS 语
音软件后，给自己改了昵称，对方便让罗某
通过该软件的添加好友功能先后添加了三个
客服。
其中，第二名客服给罗某讲解工作情
况，但需要交 299 元作为担保金，接着让罗
某通过扫其发送的二维码在微信转了 299
元，之后对方又以资料费用 400 元及马甲费
用 400 元叫罗某微信转账。
第三个客服即微信客服，称做这份工作
还需要向商家交付激活费用 599 元，然后又
发了一个二维码给罗某，罗某通过扫该二维
码微信转了 599 元。
支付后对方又发来一个链接，让罗某再
次做任务，对方告诉罗某需做满 100 个任务
后，才能将之前缴纳的费用一起归还，于是
罗某就点击网络链接，但罗某发现怎么都打
不开，然后再次询问对方时，对方没有理
会，罗某才知道被骗。

警方：
注意这些陷阱
据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从发案的情况来看，近期电
信网络诈骗的案件中，被骗人群主要为
商人、求职者、及公务员等，转账方式主
要以网络转账为主。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新发的
类型主要有：冒充熟人、领导诈骗、冒充
公检法、中奖诈骗、机票改签诈骗、网购
手机诈骗等。其中，典型案件类型为：网
购手机诈骗与网上应聘诈骗。
民警提醒各位海南市民，近期，国内
电信网络诈骗发现新动向：
一是有的诈骗分子群发信息，称可
复制手机卡、监听手机通讯信息，不少群
众因个人需求主动联系犯罪嫌疑人，继
而被对方以购买复制卡、预付款等名义
骗走钱财。
二是有的犯罪分子冒充好友，提供
受害人夫妻对方的“小三”、
“ 出轨”、
“情
人”的所谓的“相册”链接地址，通过种植
木马病毒获取用户的网银信息，进而进
行诈骗活动。遇到类似“小三”相册地址
链接的信息，不要轻易点进，避免上当。

一路“粽”情 一路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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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行窃竟后悔
跑进女厕丢赃物

南国都市报 5 月 18 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一名
男子闯入女厕，准备将偷来的相机
扔掉。可是，却撞上来打扫卫生的
清洁阿姨。由于担心被对方发现是
小偷或是被误会为偷窥狂，男子欧
某竟扮演起
“卫生检查员”……
2017 年 2 月 18 日，欧某窜至海
口市某环卫公司四楼总经理办公
室，用脚踹开办公室大门，盗走一台
佳能牌相机（经鉴定，该照相机价值
人民币 4350 元）。欧某走出该环卫
公司办公楼后，突然觉得偷东西不
好，于是决定将相机送回，其返回发
现，总经理办公室已无法进入。
欧某随后进入四楼女洗手间准
备将相机丢进垃圾桶，不料却碰上
打 扫 卫 生 的 梁 阿 姨 。“ 你 是 干 嘛
的？”面对质疑，欧某佯装镇定，
“我来检查你的卫生到不到位，领
导检查要评比的，我要拍照，把照
片洗出来给领导看。”欧某一番忽
悠后，成功逃离现场。
天网恢恢，2017 年 2 月 22 日，
欧某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公安机关抓
获，次日被刑事拘留。4 月，龙华检
察院对欧某提起公诉。
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判处欧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 1 年，处罚金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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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出台多项措施为儋粽远销“保驾护航”
儋州市出台多
2013 年 儋 州 粽 子 年 销
售 600 万 个 ，产 值 6000 多 万
元 ；2014 年 销 售 750 万 个 ，产 值
9000 多万元；2015 年销售 850 万个，产
值突破一亿元；2016 年销售 1825 万个，产
值突破 2 亿元。今年，儋州粽子将冲刺 3000
万个目标。一路来，粽子的销售直线增长，
如此漂亮的成绩单，离不开政府的鼎力扶
持。从原材料采购到技术培训，从健全
粽子质量监管机制到销售渠道，儋
州市政府既给智力支持，也给
了经济支持。

儋州粽子历史悠远，其独特的加工原料，
精湛的制作工艺，是蕴含千年文化底蕴的儋州
粽子好吃的秘密所在。
“粽叶、糯米、花肚猪、咸鸭蛋。甚至包几
片粽叶，多少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儋州
粽子协会相关负责人吴先生介绍，儋州粽子制
作原料的纯正味美，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儋州
粽子及其讲究，其内含四大食材原料包含跑海
鸭蛋、糯米、农家花肚猪肉和粽叶。
吴先生提到，鸭蛋必须是跑海鸭蛋，并经
过独特的传承工艺腌制而成；粽叶要选用茄冬
叶或芦苇叶，粽子才能色绿清香和防腐；糯米
选用的是火山岩区域种植生产的糯米，微量元
素丰富。
另外，针对原材料，目前儋州市已逐步建
立咸鸭蛋、糯米、粽叶和肉猪的供应基地，保
证其粽子的独特风味。
“好料要有好工艺，这方便我们从不藏
私。”吴先生说，在技术培训方面，儋州市利
用大企业优势，鼓励企业对农民工加强包粽技
术培训，一方面增强企业劳动力，另一方面也
解决部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此外，对于部分
符合生产标准的小作坊，大企业还提供粽子的
杀菌、消毒、包装。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将粽子这块大蛋糕做
大。”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田传明
称，为了帮助村民，企业雇佣部分贫困户，经
过培训后为企业包粽子，一天工钱就有一百元。
“一路“粽”情 一路飘香”，如今儋州粽
子名声远扬，香味都飘到万里到达北国春城吉
林，并在当地引发抢购狂潮。保质保量，在建

立健全儋州粽子质量监管机制方面，儋州市成
立了儋州粽子质量协调监督小组。在每年端午
节期间，以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粽子
质量监督员和粽子销售员各 10 名。粽子质量监
督员接受从粽子的原料、工艺、食品安全到包
装知识的培训后，被派驻每家粽子生产厂，负
责监督督促生产商落实质量标准；粽子销售统
计员负责按周统计全市粽子销量。
今年儋州粽子将冲刺 3000 万个目标。随着
儋州粽子品牌越叫越响，春节期间，京东等省
外大型商家前来儋州市了解粽子生产情况考察
企业，其中部分商家还下了大批订单。
据了解，在儋州市政府的主导下，儋州粽
子先后走进吉林、广州、上海等地参与促销，
并通过整合推出会展推介、进社区设营销点、
在景区码头设营销点等营销模式，“落落大方”
走出去的儋州粽子畅销全国多个省份，受到民
众欢迎。
“今年岛外粽叶飘香，但岛内同样独树一
帜。”吴先生介绍，今年儋州市政府的牵头下，
省内各个汽车总站，还有海口的大润发超市、
三亚的夏日广场等大型商场超市均有销售。“多
渠道、多种营销方式，我们既要岛外市场，同
样不放松全省市场。
”
“千年儋耳粽，我们不仅只停留在口号上，
还将落在实处。”据悉，儋州市政府正拟建设儋
州粽子产业园区，划建立粽子生产基地，
建设儋州粽子“粽艺文化长廊”，让所有游
客能够零距离体验儋州粽子的独特魅力和感受
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梁振文、谢振安、李珂、林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