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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抓捕重案犯罪的刑警们， 越来越多出现在走街串巷、 登门入户拦截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场，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的?
国百佳刑警沈轶哲说： “这既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安?感的提升， 同时也是信息时代对我们刑侦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从最初常有居民不配合不理解， 甚至把民警关在门外， 到如今反诈预警越来越及时、 被深度洗脑的居民越来越稀有、 居民配合度不断提高……

据统计， 去年?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既遂数同比下降 8.4%， 破案数和抓获数分别上升 10.9%和 47.6%。 目前， 市反诈中心从接警录入到实现成功

止付已达到秒级响应， 共针对本市潜在被害人发送劝阻短信 1326.9 ?人次， 拨打劝阻电话 24.3 ?人次， 经市反诈中心派警， ?市民警共上门见面劝阻

5 ?余人次， 2020 ?年止付挽损金额达 5.52 亿元。

?前， 记者 “探营” 杨浦分局反诈专班， 看看刑警们在反诈工作中的新鲜事。 民警们坦言： “反诈是更复杂更庞大的工作， 追赃挽损， 银行下班我

们不下班； 与诈骗手法?新?异的犯罪分子拼智力拼速度， 我们也永远处在 ‘赛道’ 上！”

A3 法治重点
责任编辑 陆如燕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www.shfzb.com.cn

2021 年 3 ? 26 ? 星期五

刑警反诈专班的故事：

守护居民钱袋子永远在“赛道”上

反诈民警打来电话，他为何扬言投诉 12345？

“你再打我电话， 我就打 12345 投诉

你！” 今年 1月 15日， 杨浦公安分局大桥派

出所金警官没想到， 一次看似平常的反诈电

话介入， 会给居民带来如此强烈的情绪波

动。

这天， 杨浦警方发现家住大桥地区的居

民龚先生接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电话， 遂指

派属地大桥派出所民警及时上门劝阻。 其

间， 金警官多次电话联系当事人， 然而龚先

生始终不愿配合民警工作， 称自己不会被

骗， 且不提供自己所在地地址。

在多次电话联络后， 龚先生不耐烦之

下， 扬言拨打市民服务热线对金警官进行投

诉。

但金警官没有气馁。 他认为， 只有不懈

联络龚先生， 才能切实杜绝他被骗的可能。

于是虽然面临对方“打 12345 的威胁”， 金

警官仍继续拨打电话， 还对其可能居住的区

域开展了走访。

经连续数日的不懈努力， 龚先生终于被

金警官的诚意所打动， 在电话中将他接到诈

骗电话的情况详细告知民警， 并提供了自己

的暂住地。 当然， 所谓的“12345” 自然也

是没打的。

原来， 龚先生已连续多次接到陌生人电

话， 对方声称自己是客户公司的工作人员，

需要更换交易账户账号密码， 而龚先生起初

确实没有怀疑， 直到金警官一而再再而三地

联系自己， 他才意识到可能有问题。

之后， 金警官通过上门核实及宣传， 让

龚先生意识到了自己差点被骗， 他也对民警

表示了感谢。

反诈永远在“赛道”上，不能停止学习
“3 倍时间”， 也是沈轶哲这名老刑警，

对反诈工作的直观体会。 “以前办传统刑案，

案情研讨会大概能开 1 小时。 而现在关于电

信网络诈骗的案情研讨， 开 3 小时以上是常

态。” 沈轶哲说。 事实上， 记者与沈轶哲约好

的采访时间， 也因他要参加案情研讨而延迟

了许久， 直到他拿着厚厚的笔记本匆匆赶来。

他翻开本子告诉记者， 这是年初才启用的，

短短 2个月不到， 已经密密麻麻写了近半。

在沈轶哲看来， 如果说在传统刑案办理

中， 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往往能运用独到

的办案技巧起到关键作用， 那么在反诈中，

新警、 老警往往在同一个起跑线。 “电诈犯

罪更为烧脑， 诈骗手段和工具的日新月异，

要求反诈刑警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更强的

逻辑思维能力。 而且每一位警官， 都必须抱

着每时每刻都在学习的态度， 在诈骗手段层

出不穷的同时， 不断更新自己的破案能力。”

“我们去年讨论的电诈案件新闻， 如今

99%都过时了。” 沈轶哲这样看待骗子们的

“更新神速”。 他说， 如今的电信诈骗“得益

于” 聊天工具和支付渠道多样化和分散化，

还有多到从未耳闻的网站和虚拟币种， 而诈

骗团伙也正是利用老百姓对于相关知识的匮

乏， 引诱被害人上钩， 不知不觉间将财产骗

到手。 对于不同被害人， 犯罪分子有着不同

的诈骗手法， 如企业商户，不法分子用“市场

监督管理”的名义，以“个体法人注册信息已超

出年限需要及时更新”“营业执照需要年审”

“营业执照需要更新认证电签版本” 为幌子诱

导企业商户点击钓鱼链接，套取操作人银行卡

和密码信息，将账户内的资金转走； 面对涉世

未深的未成年人， 不法分子隐藏在各种公众

社交平台背后， 通过直播间， 聊天群等， 利

用未成年人的猎奇心理引诱他们打赏、 充值，

达到骗取个人财产的目的……

沈轶哲表示， 为减少事后亡羊补牢的风

险， 刑侦支队的重点也放在了未雨绸缪上，

通过对高危的网站和 APP 进行追踪和研判，

及时对潜在的被害人进行劝阻。

“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可不

能因不法分子的几句花言巧语倾囊而出， 事

前教育也好， 事后追踪也罢，都离不开反诈刑

警没日没夜的付出，我们每一次守住钱包的安

心都是他们用放弃假期换来的。”日前，一位市

民在接触反诈民警后，由衷地对记者说。

介入越来越及时，居民配合度不断提高
“这已经是最近我们遇到最不顺利的反

诈介入了。” 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专

班民警李波告诉记者。 他表示， 因为现在的

系统比较完善， 每次民警出警上门劝阻居民

都比较及时， 所以居民被深度洗脑、 如此前

报道的将民警关在门外的极端案例， 已经很

久没遇到过了。 更多的， 都是居民得到民警

介入后， 恍然大悟， 并成功加深了其与周围

亲朋反诈意识的正向回馈。

今年春节前夕， 家住长海路街道的徐先

生使用自己的手机， 从非官方渠道下载了一

款麻将游戏软件。 在完成手机授权后不久，

他就迎来了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专班

民警的拜访。

人生第一遭被刑警敲门， 徐先生夫妇都

感到十分意外。 相较于徐先生的一头雾水，

他的妻子更感紧张。 “你瞒着我在外面干了

什么坏事了？” 面对妻子的质问， 徐先生顿

时百口莫辩。

“别担心！ 我们是收到市公安局反诈大

数据平台预警， 特地上门对你们提供反诈介

入的。” 民警李波迅速用温和的语气安抚住

徐先生夫妇。 随后， 李波开始对徐先生的情

况进行排摸。

资深股民、 多个荐股群成员、 已有“股

友” 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历……通过徐先生

的讲述， 李波很快在心里“绘制” 出徐先生

的“肖像”。 “这就是电诈骗子瞄准的重点

人群之一。” 李波对徐先生指出。

随后在李波的指导下， 徐先生对自己常

用的电子产品进行了全面“体检”。 随着

一页页的滑屏、 一个个文件夹被打开， 李

波为徐先生梳理了他近期下载使用的各款

软件， 细问它们各自的下载渠道和授权情

况， 以及接收短信详情。 最终， 那款麻将

游戏软件成为最大疑点。 在李波的指导

下， 徐先生相继删除了数款存在风险的软

件。

“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 “不要轻

信荐股群里的所谓发财、 内幕信息” ……日

前， 记者随李波第三次上门回访徐先生。 就

像迎接老朋友一样， 徐先生穿着睡衣就为民

警们开门， 还头头是道地复述了一遍反诈

常识， 并颇感自豪地告诉民警， 他已在亲

朋圈中广为宣传这些知识， 防范更多人被

骗。

要把受害群众的钱袋子给追回来
“我以前办了十几年重案， 抓回不少杀

人放火的犯罪嫌疑人， 为群众伸张正义。 现

在， 我常常走街串巷， 为居民提供反诈预警

宣传。” 日前， 记者在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反诈专班， 采访了全国公安百佳刑警沈轶哲。

从事刑侦工作 20年了， 沈轶哲侦破了许

多刑事案件， 近年来， 电信网络诈骗案成为

他的主战场， 也是他所办案件中占比最高的。

用他的话说， “对于上海这样一座法治化、

安全感不断提升的现代化大都市来说， 传统

意义上的重案正越来越稀少。 反而是电诈等

‘不见刀光剑影’ 的新类型犯罪正日益多发。

因此， 我们刑警也要直面犯罪形态的转变，

胜任新战场的要求。”

谈及打击重案与反诈的同与不同， 沈轶

哲说： “伸张正义的获得感是一样的。 不同

之处在于， 重案犯抓回来， 打击处理、 快意

恩仇就完了； 而对于反诈来说， 犯人抓回来，

我们的工作却刚开了个头， 后续我们还面临

巨大的追赃挽损压力， 要给群众把钱袋子拿

回来。”

沈轶哲表示， 如今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

网络诈骗的破案率逐年提升。 但即便如此，

被骗走的钱就如流走的水， 由于诈骗团伙通

常都会在第一时间将骗取的资金跨境转移，

因此， “比速度” 成为追赃挽损的关键。 公

安机关需要快速反应， 联合银行为被害人建

立“绿色通道”， 迅速查询、 冻结涉案钱款。

而一旦被骗钱款进入电诈团伙的洗钱程

序， 反诈民警也不会放弃。 “我们会对钱款

去向一查到底， 直到力所能及的最后一级账

号为止！” 沈轶哲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