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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遭遇“画皮”诈骗 36万险打水漂
警方提醒：通过QQ等即时通讯工具接到要求转账信息，应先见面或电话核实

老太腿脚不便司机抱她下车
央视主持人点赞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广告

重庆商报讯 这两天，城口县
河鱼乡与陕西省平利县交界的高
山上，飘起了白雪，将山巅装扮得
银装素裹，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去参
观。一路上，游客们先赏低处的红
叶，再赏高山的白雪，真是一路从
秋走到冬，景色美不胜收。

“过去一周，气温急速下降，城
口周边的一些高山上开始飘起了
雪花，城口县河鱼乡与陕西省平利
县正阳乡之间的山梁海拔2000多
米，早已成了冰雪世界。”家住城口
县城的周健告诉记者，12月3日一
早，他与朋友一行11人，从县城出
发前往城口县河鱼乡与陕西省平
利县正阳乡之间的高山上，准备与
美丽的雪景来一次邂逅。

周健说，过去这里交通不便，
美景藏在深闺人未识。不久前，当
地新修了一条公路，他们开车只需
要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

“山上的景色实在太美了，群
山云雾缭绕，山巅已覆盖上皑皑白
雪，积雪约有 5厘米厚，还有美丽
的冰凌、冰挂、云海等奇观。而一
些红叶、红果挂在枝头，被晶莹剔
透的冰凌包裹着，美轮美奂，仿佛

进入童话世界一般。”周健如是说。
“虽然高山已是冰雪世界，但

半山腰却是满山的红叶，远远看
去，层林尽染。”周健说，这次旅行，
就像一路从秋走到冬，给人一种真
切的时空穿越感。

如果市民想去城口高山赏雪，
应该注意些什么？周健提醒说，目
前山上气温极低，游客应该注意保
暖，带足御寒衣物。由于当地尚未
开发，人烟稀少，游客上山之前应
准备好饮水、食物和药品，以防意
外。此外，虽然上山的路况较好，
但在一些拐弯处有一些积雪，车辆
容易打滑，车辆还要做好防滑措
施，并小心慢行。

重庆商报讯 上下公交车，对
老年群体来说，明显要困难许多。
11 月 30 日中午，在西部公交 238
路公交车上，一名年过八旬的老
太，在到站后因无法下车，当班驾
驶员当即将她抱到人行道上。前
晚，央视综合频道《新闻直播间》主
持人为这一正能量举动点赞。

乘客微博赞赏司机义举

60 多岁的刘阿姨当天乘坐了
这辆238路公交车。通过她微博分
享此事的信息，记者昨日辗转联系
上了她。“一名老太到站后，因行动
不便无法下车，公交车驾驶员发现
后来到后门，一个熊抱将老人抱了
下去。”刘阿姨回忆说。

尽管，刘阿姨不清楚这位驾驶员
的名字，但小伙子的爱心举动，温暖
了整个车厢，“作为一名老人，我看到
这一幕，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

老太无法下车求助环卫工

昨日，记者从西部公交公司了

解到，刘阿姨说的驾驶员名叫肖清
明。而她微博所分享的内容，正是
11月 30日发生在肖清明当班的公
交车上。

车载监控显示：当天中午 12：
47，一名年过八旬、穿着红黑相间棉
袄的老太，在大渡口区钢花车站准
备下车。当腿脚不便的她颤颤巍巍
走到后门的时候，却怎么也无法走
下去，左手一直扶着车门上的把手。

“我看到她一直不下车，在后门
处犹犹豫豫。”肖清明说，他随即便
听到这位老人在向路旁的一位环卫
工人求助，希望能帮忙扶她一下。
可能是环卫工人在专心清扫地面，
并未听到老人求助的声音。

抱老人下车感动全车乘客

老人寻求帮助的喊话被肖清明
听到后，他赶紧拉上手刹将车停稳，
快步跑到后门，将老人从车上抱到
了人行道，全程不到1分钟。

这温暖的一幕，恰好被乘坐这
趟车的刘阿姨等乘客看到。大家都
觉得司机的举动很温暖。不过在肖
清明看来，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
事情，根本不值一提。

“作为老年人有困难，帮个忙，
纯属举手之劳。”肖清明说，每个人
都会老，等将来自己老了的时候，
有人来这样搀扶一下，或者抱下
车，心头也会暖洋洋的。

“老板”QQ要求汇款
会计想也没想照办

12月1日，渝中区一私人企业
向上清寺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

“太感谢民警及时帮我们挽回了损
失，不然这笔钱真的要不回来了。”

事情要从两个多月前说起。9
月26日上午9点多钟，在上清寺美
专校街的一家私人企业，会计余女
士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她的
QQ收到了公司老板的信息。

信息内容很简单，老板陈总曾
与某公司的赵总签订了一份合同，
当时赵某已经打了48万元保证金
在老板的个人卡上了，而如今合同
失效了，需要将这 48万元尽快还
给对方。老板自称自己正在开会，
不方便操作，因此让余女士用公司
账户转 48万元给赵总，并提供了
赵总的银行卡号。

因为陈总在QQ上催得很急，
余女士没有多想，就立即着手汇
款。可当时公司的账户上并没有
这么多钱，只有36万元，于是余女
士准备先将36万元转到对方账户
里，等老板开完会再转剩下的 12
万元。

余女士通过 QQ 向老板请示

了这件事，在得到老板肯定答复
后，当天 12 点 16 分，余女士通过
网银分批向赵总银行卡共转了36
万元。

转完钱后不久，余女士考虑到
中午老板的会议该结束了，便打电
话向老板咨询剩下的12万元如何
支付。谁知老板陈总接到电话后
却表示，他根本没有让余女士给赵
总转款这件事。

为挽回36万元损失
民警与嫌疑人“赛跑”

“我当时一下子就蒙了，这到
底怎么回事？”余女士告诉记者，她
当即重新点开刚才和自己聊天的
老板的QQ，才发现和自己聊天的
这个 QQ 头像和昵称都和老板的
一样，但号码却不是同一个。

意识到自己被骗，余女士立即
跑到上清寺派出所报警。上清寺
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听完余女士的
陈述，立即做出了应急反应。“我们
考虑到余女士刚转钱不到一小时，
嫌疑人很有可能还没来得及去取
钱！”民警表示，如果采用紧急机制
冻结对方账户，或许还有一线希
望。但要冻结对方个人财产，必须

要确保对方犯罪基本事实清楚，且
公安部门要接洽银行依法走程序，
这些都需要时间处理，如今就是在
跟嫌疑人“赛跑”。办案民警于是
决定多管齐下，一方面立即调查对
方的诈骗证据；另一方面和余女士
到银行调出流水交易明细，并立即
上报上级案侦部门，通过银行-公
安反诈系统平台进行接警止付，限
制资金转移。

成功冻结被骗巨款
已经陆续返还到账

经过民警和受害人近 4 个小
时的紧张忙碌，公司账面被骗的
36 万元被成功冻结，余女士这才
松了一口气。不过民警仍然没有
停下办案脚步：一方面通过银行审
核，上传相关法律文书等一系列手
续将账款退到受害人个人账户；二
是要调兵遣将追查幕后嫌疑人。

由于余女士当时是分批汇款，
截至11月 30日下午，该公司被骗
的36万元已经陆续返还到账。12
月 1日，这家公司感激万分，特地
给上清寺派出所民警送来一面锦
旗以表谢意。目前，该案还在进一
步侦办中。

监控记录下肖清明抱老太下车的全过程 记者 郑友 翻拍

办案民警分析，不法分子冒充
专业财务人员加入一些QQ群，然后
将木马病毒伪装成资料，上传到群
共享，诱导受害人点击下载，再植入
木马。然后，他们通过木马就可截
获财务人员的QQ账号、密码和聊天
记录。

嫌疑人会复制QQ或微信的头
像，昵称也做相应更改，然后冒充熟
人下手行骗。在该案中，受害人及
该公司老板应是在上网时下载了含
有木马程序的软件，这个程序能够
将QQ聊天内容同步传输给外地的
某台电脑。犯罪嫌疑人利用了一般
人不会特地去看具体号码的心理，
篡改头像和昵称，掩盖自己的身份，

冒充公司领导对财务人员进行诈
骗。“我们将这种诈骗手段称为‘画
皮诈骗’。”办案民警介绍。

据了解，针对财务和会计人员
的“画皮诈骗”时有发生，因为迷惑
性高，加上市民的警惕性不够高，造
成了大量财务人员频频中招，涉案
金额少则几千元，多则上百万元。

渝中警方提醒，市民特别是公
司财务人员，在通过QQ等即时通讯
工具接到要求借款或转账的信息
后，一定要先见面或通过电话进行
核实。对网络上一些来历不明的投
票、申诉等链接，请不要随意点击查
看，尤其是需要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的，一定要慎重鉴别，以免QQ、微信

等账号被窃。
如果发现账号被盗，要第一时

间联系腾讯公司，并用电话等方式
告知各位好友，防止上当受骗。一
旦上当受骗，要及时向当地公安机
关报案，保留当时的聊天记录和对
方QQ号码、银行账号等作为证据，
有通话情况的应提供通话记录。

同时，据民警介绍，反诈系统平
台是重庆市公安局对涉及电信诈骗
汇款 24 小时之内的接警止付功能
的反诈利器，现对接止付功能的银
行有工商、农业、中国等 20多家银
行。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受害者
共挽回数亿元的财产损失。

重庆商报讯 最近，渝北仙桃街
道的包先生花18.8元网购了一个口
罩，迟迟没有到货。11月 30日，他
接到一个退款电话，对方称可以退
款，但要在支付宝上操作。结果经过
一番操作，包先生不仅没得到退款，
反而丢了15800元。这是怎么回事？

家住渝北仙桃街道的包先生不
久前花18.8元，在淘宝上购买了一个
口罩。11月30日下午，包先生突然
接到一个来自江苏南通的电话。对
方表示，他们查询后得知，是快递公

司把货弄丢了，不过，他们会退款给
包先生。很快，包先生又接到一个来
自广东深圳的电话。在电话中，一女
子自称是客服，包先生购买的商品确
实被快递弄丢了，会退钱给包先生，
但退款需要通过支付宝平台。之后，
对方就添加包先生为支付宝好友，并
发来了一个二维码，让包先生扫描二
维码。对方同时给包先生发来了一
张截图。截图显示，公司已经转了
8000元到包先生的蚂蚁借呗上。

深信不疑的包先生于是按照对
方的要求扫描了二维码。界面显示
的对话框就是注册蚂蚁借呗，包先生

一一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
号码、银行卡号码的支付密码、联系
电话。注册成功后，包先生按照要
求，把蚂蚁借呗里的8000元提到了
自己银行卡上，再按照对方提供的账
号，把剩余的 7950 元转给了郭某。
但对方竟说没有收到钱，要求包先生
再次操作转钱。这时，包先生起了疑
心，拒绝再次操作。很快，包先生收
到多条信息，信息显示，包先生被扣
了15800元。之后，对方就失去了联
系。包先生发现被骗，立即赶到渝北
区仙桃派出所报警。目前，渝北警方
正在按相关程序办理该案。

企业财务人员小心“画皮诈骗”警 方 提 醒

遭遇网购退款骗局 男子被坑15800元相 关 新 闻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要不是民警及时冻结了这个银行账户，我就成公司的‘罪人’了……”渝中区一家私人企业
的会计余女士回想起自己2个多月前的一次遭遇，至今仍心有余悸。原来，因有人冒用了老板
的QQ头像和昵称，信以为真的她给骗子汇去了36万元。所幸报警及时，民警及时冻结了资
金。警方随后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取证，被骗的36万元已陆续返还到该公司账上。

山腰红叶山顶飘雪
城口邀你从秋走到冬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韩政

重庆商报讯 昨天，来自市
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市有三天
的多云天气，主要集中在后
期。不过未来三天，我市还将
持续阴雨相间的天气，高山地
区有雨夹雪。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长江沿线及以北地

区间断小雨转阴天，高海拔地
区有雨夹雪，其余地区阴天。
大部地区气温 7～16℃，城口及
东南部 0～11℃。主城间断小
雨转阴天，12～14℃。

明天：中西部偏南地区阴
天转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其
余 地 区 阴 天 。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8～16℃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3～
10℃。主城阴天，11～14℃。

后天：中西部部分地区阴天
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余地
区阴天。大部地区气温9～16℃，
城口及东南部3～11℃。主城阴
有间断小雨，11～14℃。

提醒
本周后三天 多云好天气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城口高山飘雪
通讯员 张昌军 摄

“寻找老掉牙”大型公益活动，
全城寻找缺牙人
活动时间：
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即日起开始预售！
1、单颗、多颗、半口/全口牙缺失者专享：
进口种植体低至2800元/颗
2、龅牙、地包天、歪牙专享：
半隐形矫正：直降6000元
3、德国数码氧化锆牙冠：院庆月直降1200元
4、炫白明星全瓷贴面：院庆月直降800元
5、8大项目免费检查免费申请

《天天630》联合知名口腔启动“寻找老掉牙”大型公益活动火热进行中

今日关注：看缺牙人能申请哪些福利？
6大口腔项目0元购，进口种植体2800元起！市民也可拨打电话咨询：68077657

咨询热线：

023—68077657

◆免费建立口腔健康档案 ◆免费口腔全景片拍摄
◆免费口腔CT检查 ◆免国际专家亲诊费用
◆免费量身设计种牙方案 ◆ 终身免费养护

健康口腔6项全免，缺牙人必查项目

近日，重庆电视台《天天 630》栏目联合知名口腔
医院举办的“寻找老掉牙“公益活动，活动一经推出 ，
就取得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受到了广大缺牙朋友的热
烈好评，纷纷来电要求参与本次活动。那么，活动的具
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缺牙的市民朋友又能从本次活动
中，获得哪些福利呢？本次活动主办方之一的徐孟辉
院长，由他来一一告诉我们，具体有哪些福利！想要报
名或 了解更多详情的，也可以拨打电话68077657。

福利一：
早种牙“收益大”，种好牙为健康“投资”

因缺一颗牙导致多颗牙齿松动的张叔叔，趁着
公益援助的优惠，自消息发出之后就预约了种植
体，目前，正在由专家为他制定种植修复方案，并于
近期接受种植手术。给张先生接诊的徐孟辉院长表
示：缺牙不仅影响正常饮食，还会影响其他牙齿健
康、全身疾病等，目前生活中“缺一颗倒一排”的真
实案例不在少数。健康是人生中最大的“资本”，口
腔健康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健康必定先拥有
一口好牙。

福利二：
国际种植专家把关，体验精准舒适种牙技术

本次活动由新闻频道《天天630》栏目联合知名口
腔医院共同举办，旨在真真切切的关心缺牙市民。本月
内都将有韩国、意大利、中国国际专家团坐诊，为本次活
动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同时，本次活动主办方之一的
知名口腔机构拥有先进的口腔诊疗设备、术前完善的手
术方案，让种植体更精确的植入，手术安全有保障 。已
成功为《天天630》主持人陈力父亲，重庆电视台主持人
韩放母亲等多位本土名人种好牙，享口福。

福利三：
厂家联袂让利，价格亲民、质量保证、终身维护

本次活动采用种植牙技术具有“快、精、准、微、恒”
的特点，与国际同步，让缺牙市民不用出国门就能享国
际级别的种植技术，让种牙过程更安全更舒适。

同时，活动主办方联合美国、韩国、瑞典、美国等各
大种植体品牌厂商，联袂让利，并承诺终身维护。让市
民朋友在享受亲民价格的同时，享受同样的质量保障，
国际品牌让种牙更放心。

免费隐适美案例正在征集，报
名成为牙博士隐适美之星！

龅牙歪牙地包天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