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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王小瑾）5月20日
晚，成都交警五分局二大队在十里
店路口检查点挡获一辆川AA***7重
型自卸货车，当交警要求其出示驾
驶证时，司机谢某却支支吾吾，未能
当场出示驾驶证。

经过民警调查，驾驶员谢某的
驾驶证早在2016年就被注销，此后
谢某就一直无证驾驶。在2017年，
谢某就因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和

无证驾驶被成都交警四分局处罚，
处罚过后，谢某也没办理过机动车
驾驶证，长期处于无证驾驶。抱着
侥幸心理的谢某，逃得了一时，却逃
不过一世，终于还是被民警查处。

目前，成都交警五分局对谢某
作出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15天的
处罚。并对车辆所属的运输公司法
人进行约谈，责令加强管理切实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

早报讯（记者 冯浕）手机掉了，
打个电话就找回来了，有这么容易
吗？天府早报记者5月23日从成都
市公安局龙泉驿分局获悉这样一起
案例，女子在ATM上取了钱，结果却
丢了手机。

事情是这样的，5月20日16时30
分许，龙泉驿区分局龙泉派出所接女
子田某报警，称其当日下午在位于龙
泉中街的农业银行ATM机取款时，将
自己一部OPPO手机放在ATM机柜
台上，离开时忘记拿走。当自己想起
时，迅速返回寻找，手机已经不见了。
情急之下，田姚想到了向警方求助。

了解该情况后，龙泉派出所值
班民警便全力帮助报案人寻找遗失
的手机，但此时银行已经下班，调取
银行视频监控等工作已经无法开
展，民警建议等明天银行上班后再
想办法寻找。

5月21日早上，田某早早来到派
出所，值班的警官刘强热情接待了

她，在准备好相关手续后，立即带上
田女士前往中街农业银行调取田女
士取款时的视频监控，通过监控发
现，田女士离开后，一名大约40—50
岁的妇女捡到了田女士的手机，并在
ATM机上办理了业务。根据此情况，
民警建议银行工作人员查询田女士
取款后，下一笔业务顾客的基本资
料，根据银行相关规定，需要提供相
关手续。刘强警官又立即赶回派出
所准备手续，在备齐手续后，银行方
面提供了捡走手机女士的联系电话。

随即，刘强警官与该女士取得
联系，该女士爽快承认了是自己捡
走了手机，并承诺马上归还。此时，
在一旁听到消息的田女士喜出望
外，十分高兴。随后，该女士主动将
手机送到了龙泉派出所，在民警的
见证下，将手机归还给了田某。

5月22日早上，田女士专程来到
龙泉派出所，再次向尽心尽力帮助她
找回手机的刘强警官表示感谢。

早报讯（记者 冯浕）网
恋后被男友诱导参与网上
赌博，自己损失巨大，还连
累两个闺蜜损失 20 万元
……23日，成都公安反电信
网络诈骗中心推出了《防骗
手册》第五篇，讲述了这样
一个网络交友的投资诈骗
案件。32岁的小青被网上
恋人阿文诱导参与网上赌
博被骗，期间小青以为能挣
大钱，还把消息透露给闺
蜜，两个闺蜜稀里糊涂也中
招。

2月初，还没有男朋友
的小青通过网络认识了阿
文，阿文自称是做网站维护
的，经常对小青嘘寒问暖。

3月 15日，阿文称要去
澳门出差做赌场后台系统
维护升级，说是知道该赌场
的后台漏洞，稳赚不赔，并
发送了一个网址，让小青在
其出差期间帮忙投注。小
青登录进去一看，就是“买
大买小”的赌博网站，账户
上有20万元，按照阿文的指
示，小青将这20万元投了进
去，几分钟以后，系统显示
账户余额变成了 22 万元。
阿文又要求小青将22万元
全部投注，几分钟以后，账
户余额变成了26万元。

小青不禁心动了，尝试
着在该网站开了个户，按照
阿文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

转去2000元钱，然后进行了
投注。一会儿阿文说赚了，
小青看到账户余额变成了
2200余元，小青继续投入了
1万元，操作两次以后，已经
变成了1.8万元。小青还是
挺谨慎，又尝试着提现，分3
次都成功了，这一下，小青
对阿文深信不疑。

操作期间，两个闺蜜看
见小青不停得操作，不时说
什么网站、投注、提现等等，
很是好奇，小青看也不是
外人，有钱大家赚嘛，就将
投注网站有漏洞、稳赚不
赔的事说了，并邀约一起
挣钱。两个闺蜜异常开
心，遂分别开户投注。3月
17 日，小青和两个闺蜜分
别往网站银行账户转入 10
万元，小青投注后，余额变
成 11 万多，小青想提出来
后第二天再投注更稳当，
结果显示系统正在维护。
阿文说没事，系统监测到
小青有违规操作，需要充
值 38888 元才能提现。小
青转账之后发现还是无法
提现，阿文又已保证金为
由，说充值28888元才能激
活账户，待小青转账后，阿
文说还需要充值48888元，
升级为黄金会员就可以提
现了。至此，小青才发现被
骗了，俩闺蜜投入的20万元
也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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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恋男友说后台有漏洞，教她发财

带闺蜜团一起投入 30万全打水漂
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的虚假

身份信息在婚恋交友网站注册，
或者通过交友APP以及微信等结
识受害人，假扮单身高富帅、白富
美、中年成功人士等身份，寻找有
交友婚恋需求的单身用户，通过
一段时间的交流增进信任与好
感，并确立男女朋友关系。

随后，犯罪嫌疑人虚构某赌
博网站存在系统漏洞，可以利用
该漏洞修改中奖倍率挣钱，但由
于自己正在出差中不方便操作，
遂请受害人帮助操作，并告知受害
人网站地址，登录账户名、密码等
信息，要求受害人将账户资金对半
投注，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会在
后台修改中奖倍率，让受害人从表
面上感觉确实通过此方法挣到了
钱，从而骗取受害人对网站存在漏
洞的信任。取得信任后，犯罪嫌疑
人谎称这个漏洞很快会被发现，
要受害者拿出全部资金进行最后
几期的投注实施诈骗。

长期无证驾驶 成都货车司机被行拘15天

女子银行ATM取款遗忘手机 民警协调帮助找回

诈骗手法解析

防范提示

一是虚拟空间有太多的不确
定性，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互联网结
识的“好友”、“恋人”不可轻信，一旦
涉及钱财，理性对待，切勿冲动。

二是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应
该通过正规渠道投资，谨慎对待
各种投资理财群里发布的盈利信
息，不要相信过高回报的投资，尤
其是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