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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17小时！长沙女孩深陷“剧本式诈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你好，这里是哈尔滨双城区公安分局，我是刑侦大队民警贺正。”
8 月 7 日下午 3 时，长沙女孩薛果（化名）突然接到一个来自黑龙江哈

尔滨“警方”的电话，瞬间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
因为身份信息泄露，她被告知涉嫌参与一桩国内大型金融
诈骗案，为此她必须远程接受警方调查，为自己摆脱嫌疑。
更为严重的是，她还被叮嘱，因为案情重大，涉案人员包
括湖南当地的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和警察……

这一通电话，彻底让薛果乱了阵脚。接下来的 17 个小
时里，对她而言，成了紧张、心慌、忙乱而又惊险的漫长时光，
以至于当她收到号码为“0731-110”的来电都因分不清真

假而不敢接听。
然而，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了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侵财犯罪侦查

支队副支队长廖侣俊后，薛果才知道，自己不过是遇上了一起按“剧本”操
作的“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而已。

故事要先从另一个哈尔滨

的来电说起。

8月7日下午，在家休息

的薛果接到了一个自称“哈尔

滨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男

子的电话，对方说出她的名字

后，又准确地将她的身份证号

码报了出来。

待薛果确认后，电话那头

的人告诉她，警方查到有一

个通过她身份证办理的数字为

“18145169809”的手机号码，

涉嫌发布大量虚假保健品信

息，被市民举报，现在公安局

移交了编号为“3065068”的

公文到通信管理局，委托他

们来联系薛果。

对方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

个人信息，加上十分严肃的语

气，让薛果慌了神。她赶紧告

诉对方自己一直在长沙，从未

去过哈尔滨。

反复询问薛果后，对方

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薛果告

诉贺正，自己的室友马上就要回来

了。贺正说，为了保持通话的秘密性，

让薛果戴上身份证、名下所有银行

卡等物品到离家最近的酒店开一间

房，继续进行调查：“你是‘王昌案’

新的线索人，如果不配合，我们会

怀疑你是同伙，要负刑事责任的。”

心慌意乱的薛果立即出门，到

宾馆开了一间房继续“接受调查”。

一番询问后，贺正要求薛果将

她所有的银行卡和支付宝、微信等

软件里的金融业务全部登记下来，

“越详细越能够帮助摆脱嫌疑”。随

后，贺正又叮嘱薛果，银行卡里只

能进账，不能出账。

之后，贺正言辞稍缓：“念你是

主动报案，我会向领导申请优先让

你资金清查。”随后，他让薛果又

加了一个警用 QQ，称对方是他的

领导“李国胜检察官”。

晚上8 时左右，薛果联系上李

国胜，没想到，对方却直接把她当

做“王昌案”嫌疑人，称要贺正到

长沙来将她带到哈尔滨拘留调查。

“我当时真是特别绝望，马上就

要崩溃了。”此时，贺正主动帮她求

情，李国胜再一次和她通话。

通话过程中，李国胜给了薛果

一个网址，让她用手机里的浏览

器登陆，“账号就是我的身份证前

三位加后三位，密码是我的身份证

号”。页面刷出来后，一张盖着红章，

印着薛果名字、身份证号码、照片

等详细身份信息的逮捕令使其害怕

情绪瞬间加剧。

为了洗清嫌疑，按照提示，薛

果把自己的流动资金约10000 元转

移到一张中国银行的银行卡里，并

将银行卡卡号、网银登陆密码、支

付密码全部告诉了对方。

等到薛果结束通话，约好第二

天上午再次“配合调查”时，回到

家中，已经是晚上11 时。

一张“逮捕令”套走的信息

“我几乎一夜未睡。”薛果说，

第二天早上7 时，薛果还是忍不住

和室友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在室友提醒下，薛果决定到营

业厅查询自己名下是否真的有他们

说的那个发布虚假信息的号码。“当

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的时候，我才

怀疑自己被骗了。”可此时，对方已

经掌握了薛果的银行卡密码。

万幸的是，正在她焦急万分之

际，“0731-110”的号码再一次打电

话过来。了解了薛果的经历后，电

话那头的民警赶紧让她到银行去修

改密码，同时告诉她，不要将手机

接收到的验证码告诉他人。

“多亏接了警方的这个电话啊，

不然我的积蓄都没了。”薛果一边

跟记者描述自己的经历，一边庆幸。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随后联系

了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侵财犯罪

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廖侣俊。

廖侣俊十分肯定地表示，薛果

所遇到的其实是一种常见的“冒充

公检法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冒充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警察、银行工

作人员，通过预先写好的“剧本”

来进行诈骗，为了获得信任，除了

通过视频展示环境来“表明”自己

的身份，也会在通话过程中，制造

相应的背景音让受害者更加信服。

“为了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湖南

省公安机关每天会针对可能上当受

骗的群众开展预警劝阻工作。”廖

侣俊介绍，省反电诈中心的民警就

是因为发现薛果的电话号码和另外

一个可疑号码存在异常通话的情况，

便立即指令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民警

对其开展预警劝阻。

眼下，警方将对薛果事件中的

犯罪团伙进行进一步侦查。

一场惊魂 背后的套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贺

正来电，说立案需要笔录，但

由于薛果现在正在长沙，所以

只能通过警用QQ来视频联系。

薛果加了贺正的 QQ，对

方很快发来视频邀请，“就是

这一分多钟的视频，让我对他

的‘警察’身份深信不疑”。

视频中，薛果看到一个身

穿警服但是看不清脸的人从

办公桌前起身，上楼梯进入了

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的设备

虽然简陋，但和电视里公安

机关的审讯室十分相似。

很快，视频中断，两人开

始通过 QQ 语音来进行沟通。

为此，薛果还将自己单独锁在

房间里的阳台上，“按照对方

的说法，如果周围有其他的声

音就会被怀疑有人在帮你，笔

录就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笔录的过程中，贺正要薛

果仔细回想近期是否有到银

行办理业务，是否有在身份

证复印件上写“仅用于办理银

行业务”等字样。薛果否定后，

“他很生气，好像就是因为我

自己不注意导致信息泄露，加

大了他的工作量”。

过了一会儿，贺正拿到领

导的回执，但是回执的文件却

显示薛果名下有一张银行卡，

涉嫌非法交易，是双城区公

安分局刑侦大队正在秘密调

查的“王昌案”中涉案 300 多

张银行卡中的一张。

贺正告诉她，王昌是一个

在湖南地区十分活跃的犯罪

分子，伙同他人向大众购买

银行卡来进行“洗钱”等非

法交易，湖南省内很多人包括

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都是他的

“合作伙伴”。目前，国家相关

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特

别委托双城区公安分局来秘

密侦查这起案件，“如果等会

有显示110 的电话打给你，那

就是你们湖南当地的民警知

道我们找到你了”。

从电话号码涉嫌发布虚假

信息到涉及大型金融诈骗案，

薛果感觉自己“都要吓死了”，

而此时正如贺正所言，一个显

示号码为“0731-110”的电话

打了进来，“我赶紧就挂了”，

稍后这个号码发过来的短信，

薛果也刻意忽略了。

一段视频 带来的信任

一个电话 引发的慌乱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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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更多细节谨防受骗

“ 今 年以 来， 截 至 8 月 9 日，

全省各地已经精准预警劝阻群众

359271 人次，预防潜在损失 29 亿

元以上。”廖侣俊表示，民警不会通

过 QQ 或者微信办案，而是会直接和

当事人见面。“至于如何辨别电话里

的真假民警，很简单，真民警是不会

向你要钱的，只会提醒你不要上当。

如果实在不能区分，可直接拨打 110

求助。”廖侣俊还提醒，因为马上面

临开学，最近还出现了犯罪分子冒充

银行工作人员打电话，声称要注销校

园贷账号，从而套取银行卡密码的诈

骗案件,学生要格外警惕。

被假警察吓得不敢相信真警察

▲ 薛果在李
国 胜 的 提 示 下，
进入了一个网站，
看到了有自己照
片的逮捕令，但
之后薛果再试图
进入时，这段网
址成为了乱码。▲

在贺正要
求全程保持秘密
通 话 的 情 况 下，
薛果特地到家附
近的宾馆开了一
间房。

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可

能要转接到双城区公安分局，

让警察来处理。”说完他还让

薛果记下他的名字，他叫“刘

星宏”，工号为“99207”，又

反复叮嘱薛果转接成功后，

该如何与警方交流，让警方

帮忙找出信息泄露的源头。

“我当时太紧张了，他反

复叮嘱我的感觉就像我去服

务机关办事的时候，工作人员

的态度。”薛果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方的言语十分

清晰，说话也十分流畅，使紧

张焦急的她更加信服自己的信

息遭到泄露并被不法分子使

用。

没多久，她就接到了“民

警贺正”的电话，听完薛果的

陈述后，贺正告诉她，他需要

把案情报给领导，看能不能帮

忙立案。

提醒 >>
电信诈骗精准预警，预防潜在损失 29 亿元

为了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
罪 工 作， 湖
南省公安机
关每天 24 小
时会针对可
能上当受骗
的群众开展
预警劝阻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