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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余人被骗 4.6亿元
涉老诈骗八种常见类型

当前， 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
投向老年人群体， 导致涉老年人
诈骗刑事案件呈现出新特点。 记
者 27 日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获悉，2017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 西城法院审理涉老年人诈骗
案件共计 19 件， 其中涉诈骗罪 7
件、合同诈骗罪 2 件、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 10 件，被害人、投资人
多达 1200 余人， 涉案金额高
达 4.6 亿余元。

北京西城法院党组成员 、副
院长汪琦表示， 涉老年人诈骗犯
罪性质恶劣、侵害对象特殊、追赃
挽损难度大， 给老年人造成经济
损失和精神痛苦， 严重影响老年
人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 汪琦说，
在梳理、分析之后发现，当前涉老
年人诈骗主要有八类常见类型：

一是“投资理财”骗局：犯罪
分子打着“国家扶持”“政策补贴”
等招牌， 虚构理财项目或夸大投
资收益，承诺“低风险、高收益”，
吸引到投资后直接携款潜逃，造
成老年人血本无归。

二是“以房养老”骗局：犯罪
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
年人办理房产抵押， 然后恶意利
用公证、 仲裁和诉讼等方式或者
使用暴力、 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
法占有老年人房产， 造成老年人
无家可归、身负巨债。

三是“保险代办”骗局：犯罪
分子冒充医院、银行、保险公司等
机构的工作人员， 利用老年人渴
望晚年生活有所保障的急切心
理，谎称可以代为补缴“社保”，收
取“材料费”和“办事费”。

四是“文玩收藏”骗局：有些
犯罪分子以帮助老年人拍卖其收

藏的粮票、邮票、错版人民币等“老
物件”为诱饵，虚构高价，诱骗老年
人委托代为拍卖，收取 “拍卖费”
和“服务费”；有些犯罪分子将公司
的劣质工艺品冒充为高档收藏品，
虚假承诺短期内会大幅增值且公
司会高价代售或回购，诱骗老年人
高价购买；有些犯罪分子合并“连
环套”，先以高价拍卖为诱饵，吸引
老年人到公司面谈后再推销劣质
工艺品，实施“骗中骗”。

五是“养生保健”骗局 ：犯罪
分子以免费体检、 领取奖品为诱
饵，吸引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
“专家义诊 ”等活动 ，以 “祖传秘
方”“特供专供”为噱头，虚构或夸
大产品功效，诱骗老年人购买 “药
品”“保健品”和“理疗仪器”。

六是“街头迷信”骗局 ：犯罪
分子自称“神医”或“大师”，虚构
老年人自身或家人将有疾病 、灾
祸， 编造只要对现金钱财和金银
首饰“开坛作法”就可以“趋吉避
凶”， 再勾结同伙调包或诈骗款
项，造成老年人财物损失。

七是 “黄昏恋” 骗局：“黄昏
恋”骗局是“杀猪盘”的一种，犯罪
分子利用单身老人情感缺失 、生
活孤独的特点， 通过网络或短信
交友发展为“恋爱关系 ”，再编造
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八是“关爱帮扶”骗局 ：犯罪
分子以“关爱老年人”和“帮扶弱
势群体”为旗号行骗，有的组织旅
游参观活动，通过诱导、捆绑销售
或变相收取会员费等方式行骗 ；
有的冒充燃气、 自来水公司员工
或社区、医护人员，以上门检修管
线、检测核酸为由入户行骗；有的
利用老年人的善心和同情心 ，通

过虚假宣传 “慈善活动”“公益项
目”进行非法集资。

西城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喻晓敏表示， 老年人要主动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 自觉提升反诈防
骗能力，享受品质晚年生活、远离
各类养老诈骗， 须谨记以下 “六
不”原则：

一是“不留名”。 不随意填写
调查问卷、不点击陌生链接、不对
陌生人谈及真实个人信息和家庭
情况，包括姓名年龄、电话住址、
银行账户、家庭成员等。

二是“不接听”。 谨慎接听陌
生号码和境外来电， 如果接到自
称是银行保险、 购物网站要求根
据提示进行转账汇款的电话 ，不
要随意听信、冲动转账，可以询问
子女或直接拨打 110 报警。

三是“不参加”。不随意根据传
单、电视广告指引参加线下“养生
讲座”“健康体检”“拍卖换购”“抽
奖兑换”“旅游参观”等可疑活动。

四是“不动心”。 不相信“保本
高息”“高价拍卖”等投资承诺，不
参加“0 元购”“全额返利”等购物
活动，切忌“捡漏”“占便宜”心态，
摒弃“托关系”“走后门”风气，守
好自己的“钱袋子”。

五是“不付款”。不要轻易付款
转账，在做出任何款项支付决策之
前都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告知
配偶子女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六是“不拖延”。 在发现被骗
后一定要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话
或向 12337 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
报平台反映，不要等待、拖延，以
防延误公安机关侦查抓捕和追赃
挽损的黄金时间。

据新华社

12 ２０22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天下阅览 □主编：谷京荣 □电话：０５５１－651797９０

谨防不法分子利用充电宝窃取个人隐私
只需改装内置一块通信 SIM 卡，

充电宝就能摇身一变成为 “窃听器”
“定位器”，随时随地实现远程监听和
精准定位。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这
类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 “间谍充电
宝”在一些电商平台销售。 有卖家表
示，这样的充电宝他一天能改装出几
十台。

“间谍充电宝”可窃听、可定位

贵阳的王先生失手将自己的充
电宝摔裂后， 拿去找维修师傅检查，
发现这个充电宝里竟有一整套窃听
和定位设备。 维修师傅说，一旦有人
操作，王先生的生活将被“直播”，令
他不寒而栗。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市面上
出现了集窃听、定位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充电宝。 为逃避监管，不少商家
在销售时玩“文字游戏”，比如把产品
称为“位移精灵”“防盗录荧”；有的使
用符号或字母替代敏感字眼， 比如

“录 * 听 *”“防盗定 *”“定 W 录 Y”。
这类充电宝颜色、 款式多样，但

大部分具有“远程监听录音”“精准定
位”等功能，价格从 300 元到 600 元
不等，在一些电商平台销售。

记者通过闲鱼平台找到一家出
售充电宝的店铺，发现了 GPS、定位
等字样，客服随即使用名为“小黎”的
账号与记者详聊。 “小黎”说，带有定
位、窃听等功能的充电宝可以现定现
做，他一天能改装出几十台，价格高
低主要取决于内存大小。“小黎”告诉
记者，只要在 App 里设置“声控语聊
到 App”，充电宝周围的声音达到 50
分贝就会启动录音功能，并自动传输
到手机。

改装充电宝并不难

记者进一步暗访发现，改装充电
宝并不困难。“小黎”除了自己在电商
平台开店外，还有代理商。他说，一些
代理商主要通过电商平台等渠道销

售，高的可卖到每台上千元。 “小黎”
向记者分享了几家代理商的店铺，并
告知里面的产品均出自他或团队其
他成员之手。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联系的商家，
大部分允诺可以定做，还可以选择功
能、颜色和样式。

中国移动贵州公司集客部网能
力中心高级产品经理夏贵军表示 ，
将充电宝改装成“窃听器”“定位器”
的原理和操作相对简单。“只要内置
一块通信 SIM 卡， 借助充电宝里的
电池供电， 通信 SIM 卡通过无线信
号接入互联网， 再将数据定向传送
至指定服务器， 使用者用特定手机
App 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就能获取
通信 SIM 卡的精准定位和录音数
据。 ”

其实，除了充电宝，生活中经常
用到的蓝牙音箱、插头、打火机等也
常常被改装成“定位器”“窃听器”。不
少商家打着“防盗、防老人孩子走丢”

等名义进行售卖。
专业人士介绍说，这些充电宝如

同“穿着马甲”的窃听器，只要有电就
能随时实现监听和定位， 不易被察
觉，这给有关违法案件的查处增加了
难度。

重拳出击，维护信息安全

根据公安部 3 月份的通报，2021
年 11 月以来， 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
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等黑色产
业链条行动，已侦破刑事案件 160 余
起，打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
15 个， 其中就包括将充电宝改装为
定位、窃听等装置的案件。

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生产、销售
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
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记者了解到， 目前，GPS 定位器

这类产品尚未列入国家强制性产品
认证目录，在此基础上增加麦克风收
音等功能也没有相关管理规定，从而
形成监管盲区。

四川省成都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陈军建议，应及时把容易出问题的电
子器材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
录，以强制性的检测与审核做好必要
把关， 堵上入口环节的监管漏洞，遏
制充电宝窃听等黑产发展势头。

夏贵军表示，此类改装充电宝也
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办法快速甄别。比
如激活充电宝录音功能时，会存在电
磁信号波动， 引发信号感应灯发光，
所以只要找来信号感应灯，就能发现
问题；另一种方法就是将充电宝放在
开启的有源音箱旁， 若音响发出异
响，则说明充电宝内可能安装了窃听
定位装置。

据《半月谈》

家庭游、亲子度假、避暑游排前三位
暑期来临，毕业旅行、研学游、避暑

游等需求大大增加，有不少家庭都在关
注暑期出行相关事宜。 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04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家庭游、
亲子度假、避暑游是人们暑期出游的主
要需求。

数据显示，家庭游 (47.4%)是这个
暑期出行的主要需求，之后是亲子度假
(30.4%)、避暑游 (30.3%)，其他主要还
有：自驾游 (24.6%)、毕业旅行 (20.1%)、
商务游(15.1%)、研学游(14.4%)、探亲游
(14.3%)。

调查显示，56.6%的受访者表示疫
情得到有效防控提高了出行信心 ，
53.4%的受访者提到各大景区、平台推
出优惠活动提高了出行兴致，50.6%的

受访者指出家人朋友有闲相聚提高出
行欲望 ，44.5%的受访者表示行程卡
“摘星”促进了人们出行，28.2%的受访
者指出旅游企业新项目、个性化服务的
开发吸引人们前往。

93.3%的受访者表示会因为疫情
防控而随时准备调整行程规划。 对此，
90 后(95.3%)的比例最高，其次是 00 后
(94.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
生学院副教授梁渊表示，现在人们整体
的自我防护意识提高了许多，防护措施
也做得更加到位。 “在很多方面都能体
现出这种改变。我觉得国家科技发展和
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为疫情防控提供
了很多保障，也让人们出行更加安心”。

据《中国青年报》

不要让“茶烟”成为控烟空白区
随着对电子烟的监管趋紧， 最近

在一些电商平台，“三无” 茶烟开始露
头。 它们“碰瓷”品牌香烟，打“擦边球”
公开售卖。 为了既不违反网上禁止售
烟的相关规定，又能牟取暴利，这些卖
家不但声称是 “海关查获的走私烟”，
而且通过掺入所谓的水果味， 诱导未
成年人吸食，暗藏诸多风险。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任
何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
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 不过，禁
不住利益诱惑，在一些电商平台，有商
家隐蔽地售卖所谓的卷烟产品。 只不
过此卷烟产品并非真正香烟， 大都为
茶烟假扮。

记者根据知情人士介绍的技巧 ，
将关键字更换为“姻”“焑”后，立马跳
出许多商品信息。 仔细浏览会发现，网
店出售的香烟大都自称为“原厂出品”
“口岸处理库存”， 图片外包装与品牌
香烟并无太大差别， 往往以极低的价
格出售。 例如，市场零售约 18 元一包
的“南京炫赫门”仅需 5 元，一条市场
价约 450 元的“硬中华”只需 58 元，而
且买一送一。

不同寻常的价格背后另有猫腻 。
这些烟通过“撞脸”大牌，其实与品牌
烟并无半点关系。 比如，与“南京”牌包
装极为相似的香烟实际为“南景”牌；
“牡丹”仔细辨别就能看出是“杜丹”；
“红塔山”变成了“红火塔山”，其中的
“火”字夹在中间几乎看不到……

记者在其中一家网店以 32.64元的
价格，购买了一条名称为“正规怀旧牡丹
软包 333老烟经典”的香烟，页面介绍通
篇都是 “上海原厂焦油烤制品”“口岸扣
押处理烟”，给人一种捡漏的错觉。然而，
收到的品牌名称却成了“杜丹”，还标注
了“非烟草制品”“不含尼古丁”字样。 当

记者质疑商家“挂羊头卖狗肉”时，对方
发来一张商品页面截图， 其中有一行不
起眼的小字“主要成分：菊花”。

标注真烟， 消费者收到的却是茶
烟，正是这些网店的惯用伎俩。 有的店
铺为逃避平台监管及销售纠纷，“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售卖一段时间就下架。
即便如此，廉价的茶烟仍然给这些网店
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有的销售链接显示
卖出超过 10 万件。 一位卖家称：“价格
低，走的就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网上售烟无疑是不允许的。那茶烟
能否在网上售卖呢？天津市烟草专卖局
专卖监督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茶烟
等仅仅以卷烟外形出现，如不含有烟丝
成分， 本质上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卷
烟，未纳入烟草专卖品的监管范围。 ”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茶烟并不在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内，不属于食
品范畴， 也无法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如果茶烟产品中不含烟叶，也不属于烟
草制品。 因此，茶烟在生产过程中并没
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对其进行规范。

知情人士称，部分廉价茶烟为达到
普通香烟的口感，会通过添加药用或者
化学尼古丁成分， 达到以假乱真的目
的。此前，上海市广告监测中心发现，部
分茶烟产品被检测出焦油含量高达
14.41 毫克/支，超国家卷烟标准近 1/3。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表示，
电子烟“失势”之后，部分商家又极力将
茶烟打造成替烟良品的形象，一些茶烟
通过加入所谓的水果味，甚至蛊惑未成
年人吸食。

网络上售卖的茶烟，从生产制造到
销售，全链条充满了打擦边球、欺骗、诱
导的意味。 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
对于这类商品应严格管理，不能放任自
流。 据《半月谈》

骗子冒充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谎称受害人身份信息被盗用

骗子使用“00”开头的境外电
话，冒充“太原市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 谎称受害人的身份信息被
盗用， 在疫情高风险地区有出入
记录， 如不及时处理则会被当成
密接者……7 月 27 日， 太原市反
诈中心向社会发布预警提醒 ，出
现一种新型冒充公检法类诈骗案
件，且已有人受骗。

“骗子打来电话很直接 ，就
是告诉你，根据大数据显示你有
在疫情高风险地区出入记录 ，如

不 及 时 处 理 则 会 被 当 成 密 接
者。 ”警方介绍，这种诈骗案件为
冒充公检法骗局的升级版本 ，骗
子先是采取 “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的身份迷惑受害人，后由“警
察 ”出面协助破案 ，让受害人降
低警戒心 。 根据警方掌握的信
息 ，骗子会在视频中亮出 “案件
信息 ” “拘捕令 ” “警服 ” “警号 ”
等，甚至还会宣传电信诈骗和个
人信息保护教育，打消受害人的
最后一丝疑虑。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民众，接
听自称是“疾控中心”的流调电话
时，要增强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疾控部门不会向您索要银行账
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接到自
称公检法部门的电话时， 保持冷
静和警惕， 公检法部门不会通过
QQ、微信等社交工具办案，也不会
在电话里要求事主提供个人财
产、账户等信息，更不会通过网络
发送“通缉令”“冻结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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