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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自己很有本事，智商很
高，如果相信骗子骗不了你，可能是对
自己最大的欺骗。”3月13日晚8点，
著名反诈民警陈国平独家做客“封面
开讲了”，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来临之际，与封面新闻官方微博连麦
直播，手把手教网友识破各种骗局。
当晚，直播间逾33万网友在线观看，
跟陈国平一起学习反诈知识。

诈骗也会“变异”
增强防范意识拒绝侥幸心理

直播伊始，陈警官就列举了当下
最常见的5种诈骗类型，即刷单返利
诈骗、杀猪盘诈骗、贷款诈骗、冒充客
服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有数据显
示，这五类诈骗发案类型占全部发案
的78.7%，造成的经济损失占总额的
79.4%。“诈骗，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贪婪。诈骗集团制造了一个又一
个剧本，使用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就是
来勾引你去做刷单。”

“不要以为刷单做任务能拿到钱
就不是被骗。那可能更吓人，因为你
可能在犯罪，在帮他们洗钱，为他们提
供方便，这就是我们说的帮信罪（一般
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陈警
官喊话参与刷单返利的网友，“你是在
用实名认证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为
犯罪团伙刷单、转账，如果受害者一旦
报警，警察一看这钱去你那了，一定能
找到你，你就稀里糊涂地成了犯罪嫌
疑人。一定要远离刷单，否则你要么
被骗，要么成为犯罪嫌疑人。千万不
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让这点小贪念把
自己坑了。”

随后，陈警官又给网友普及了“杀
猪盘诈骗”“贷款诈骗”等诈骗类型。
他说：“虽然很多诈骗类型大家都知
道，但诈骗也在‘变异’。比如杀猪盘
诈骗，在聊天交友过程中，对方可能会
引诱你做一些不雅动作，等后期达不
到目的后，就会利用这些不雅视频进
行敲诈勒索，所以网上交友一定要慎
重，首先要守住底线。所谓底线，第

一，谈钱时一定要在一定范围内，金额
达到千儿八百元时，就选择拒绝。第
二，一定保护好自己，增强防范意识。”

与骗子斗智斗勇？
“一个人打败不了一群人”

陈国平从事反诈工作多年，见过
各种年龄层的受骗对象，“我见过最小
的受骗者8岁，最大的80多岁，只要你
生活在社会中、网络里，就有可能被
骗。”这其中，年轻人被骗比例较高。

“谁都会被骗，不管男女老少，但年轻
人多一点，因为年轻人的活动比较频
繁。”他说，比如几天前，一则“男子找
骗子斗智斗勇被骗4万6”的视频，就
引发众多关注。

这则视频中的男子，自学了不少
反诈知识，自以为能预判骗子的行为，
就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
初他成功提现105元，就认为对方会
按套路前几笔正常返款，想以此方式
赚钱，最后赶在被骗前抽身。可当他
转给骗子4.6万元后，骗子并没有返
现，而是立马消失了。

对此，陈警官特别提醒：“你面对
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你一个人打败
不了一群人。遇见骗子，第一举报，第
二挂电话。千万不要纠缠，不要觉得
自己可以把被骗的钱要回来或者实现

所谓的‘反杀’。如果你真的把骗子骗
了，如果骗子报了警，金额达到一定数
量，你一样是违法犯罪，‘黑吃黑’也是
违法犯罪。”

反诈之后
“公益老陈”继续前行

跟很多人一样，陈国平日常也会
收到很多诈骗信息和电话。“有的骗子
会冒充电信部门、银行，或者防疫部
门、医保部门等，用各种理由让你下载
APP链接，这是最常见的诈骗话术；还
有的骗子说，我最近发财了，引诱你一
起发财；还有很多群晒赚钱账单，其实
他们都是托儿，可能群里除了你，其他
人都是‘演员’。并且，骗子话术也会
变，他们有专业团队写剧本，你的每一
步都会被别人精准预判。”他说。

接下来，陈国平仍会在宣传反诈的
道路上继续前行。“我做这个事情没有
目的性，就是个人爱好、情怀，也没想过
要达到什么结果，就是凭着良心去做
了。现在有更多主播加入，进行反诈宣
传。”陈国平还有一个新身份：“公益老
陈”，“我相信早晚有一天骗子会消失，
但公益永远做不完，希望大家能把专业
的反诈知识记在心上，同时也可以把公
益记在心上，来传播正能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6时）
AQI指数 80 空气质量：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泸州、广元、雅安、乐山、巴中、攀枝
花、南充、眉山、内江、资阳、广安、达州、
绵阳、遂宁
轻度污染：自贡、德阳、宜宾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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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消费者满意度测评
“消费供给”得分最高
中消协3月13日发布2021年100个城

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消费者满意度综
合得分为80.59分，其中“消费供给”方面的
得分最高。

据介绍，中消协自2017年起每年都开
展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本次测评由中消协
组织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于2021年10月至
12月在全国100个被测评城市同步开展，共
计回收6万多个有效样本。在3个一级指标
中，“消费供给”得分最高，“消费环境”得分
相对次之，“消费维权”得分较前几年提升幅
度最大。

中消协将组织地方消协通过专家评议、
消费者调研、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推进放心
消费环境建设、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
制、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生
产日期竟然在检查日期之后，这鸡
蛋是“早产”？在“春雷行动 2022”
中，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黄甲
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对辖区进行巡
查时，在位于黄甲街道双华社区耐克
力小区的一家鸡蛋存放仓库内，发
现疑似存在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违

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对该仓库进
行突击检查。

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现，现场存
放大量标称来自湖南某农牧有限责任
公司及某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鸡蛋
和鹌鹑蛋，但鸡蛋上并没有任何标注，
商家在此仓库通过“直热式打码机”和

“固体墨轮标示机”，现场打印生产日

期和查验码。检查当日是3月7日，而
现场已标注的生产日期却是3月8日，
涉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执法人员对该仓库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的“优鲜鸡蛋”88盒、“谷粮鸡蛋”
31盒共计1169个鸡蛋，“新鲜鹌鹑蛋”
158盒进行了封存、暂扣。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不
大的房间里，一个个架子上罗列着一
排排手机，手机里正播放着主播直播
的画面。这不是卖手机、也不是测试
手机性能，而是在“刷粉”。日前，南充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春雷行动2022”
首批典型案例，其中一项案例涉及刷
量增粉。

接群众举报，南充市市场监管局稽
查支队会同西充县市场监管局及辖区

派出所对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西
充县文博街的经营场所进行突击检查。

现场，一排排手机十分“震撼”，6
名工作人员分别操作手机，进入直播
间点赞刷号。高人气主播就是这样刷
出来的？经查，该公司为3个直播主
播刷流量。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当事人涉嫌从
事“刷量增粉”活动的手机5000部、实
名手机卡144张、快手实名账户4000

个、微博实名账户1000个。
据介绍，1000部手机每小时收费

200元，共收取“刷量增粉”费13229元。
当事人通过大量注册（持有）快手

账号进行“刷量增粉”活动，帮助直播
带货主播制造虚假人气欺骗消费者，
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消费
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因涉嫌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人员已
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虚假标注生产日期 一批“早产”鸡蛋被查获

5000部手机刷量增粉 如此制造“高人气主播”违法了

反诈民警老陈做客“封面开讲了”

逾33万网友在线学反诈

封面新闻微博直播间主持人（左）连线反诈民警老陈，教网友识破骗局。直播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