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普陀警方经缜

密侦查， 成功侦破一系列盗窃电动

自行车案件， 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月 19 日上午， 倪先生来到

普陀公安分局宜川新村派出所报案

称， 其停在宜川路某饭店门口的电

动自行车被盗。 民警调查发现男子

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正当民警准

备实施抓捕时， 9 月 24 日上午，

宜川新村派出所又接到刘先生的报

警， 他的电动自行车也被盗了。 巧

合的是， 经调查， 盗窃嫌疑人也是

李某。 当日 10 时许， 民警在宜川

路某小区内抓了嫌疑男子李某。

到案后， 李某供述， 近日因生

活琐事与妻子产生了矛盾， 妻子停

发了他的零花钱。 9月18日凌晨，

李某酒后途经宜川路某饭店门口，

发现一辆电动车未上锁， 贼心突

起， 便将车直接推走。 第二天， 李

某将电动自行车以600元的价格卖

给了他人。 9月23日下午， 李某又

将刘先生的电动自行车盗走， 并将

车辆藏匿在延长西路泾惠路附近。

经审讯， 李某还主动交代了另

外两起未被发现的盗窃电动自行车

案件。 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

嫌盗窃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马晓杰

本报讯 顾先生想给孩子报

“培训班”， 结果险些被骗数万元。

还好民警及时上门劝阻， 为他保住

了存款。

近期， 浦东公安分局惠南派出

所接到辖区内一银行工作人员的电

话称， 有一男子欲转账 9万多元至

陌生账户， 疑似被诈骗。 民警高志

祥立即赶赴现场。 经了解， 顾先生

上午在 QQ 上收到儿子发来的消

息， 说学校邀请到清华大学的老师

开展学习培训， 自己很想报名， 来

征求家长的意见。 接着“儿子” 又

发来学校通知， 培训课每门价格

46800 元， 自己想报名上数学和英

语两门课， 即 93600 元。 对于儿子

的要求， 顾先生立刻答应。 在“儿

子” 的要求下， 顾先生进了一个师

生群， 里面的老师告诉他名额有

限， 今天是最后一天， 如果不缴

费， 就没有机会参加。 而“儿子”

也因为上课的原因无法接通电话。

顾先生毫不犹豫地赶到银行， 准备

按照对方发来的要求进行汇款。

顾先生的行为让银行工作人员

产生了警觉， 第一时间联系了惠南

派出所。 民警高志祥见到顾先生

后， 让他千万不要汇款。 随即高志

祥将顾先生带至派出所， 通过反诈

案例讲解， 点醒了顾先生， 为诈骗

按下了“停止键”。 同时高志祥帮

助 顾 先 生 下 载 了 “国 家 反 诈

APP”。 顾先生对民警的耐心细致

连连致谢。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北外滩滨江扬子江码头段近

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该段位于虹口港以

西， 苏州河以东， 此前一直处于临时贯通

状态。 正式向公众开放后， 有衔接滨江岸

线、 高 5米的亲水平台、 极佳的观景视野

等 3 大亮点。 扬子江码头段所打造的高 5

米亲水平台， 总面积为 7751 平方米， 呈

扇形布局、 视野开阔， 是市民游客打卡、

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 7000 元买你手中

的游戏账号， 这其实是针对网游玩

家的电信诈骗手段。 日前， 奉贤警

方在接到市民求助后， 及时阻截一

起电诈。

10 月 14 日晚， 家住奉城镇的

冯先生来到奉城派出所求助民警

称， 自己平日里玩一款网络游戏，

并将游戏账号级别练到了 165 级，

遍萌生了将该账号售卖的念头。 冯

先生在网上找到一个声称买卖游戏

账号的 QQ 号， 双方谈妥以 6600

元的价格进行成交。 对方提出为了

安全起见， 想通过平台进行交易，

并主动推荐了一个陌生的游戏交易

平台。 冯先生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

一步进行操作， 对方很快发来一张

已经付款成功的截图。 可冯先生随

后被平台客服告知其因输错银行卡

号而被交易冻结。

平台方要求冯先生出钱解冻，

但冯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资金，于

是与买家进行沟通， 可对方却一再

催促冯先生去借钱解决， 并威胁冯

先生若自己拿不到游戏账号， 会立

刻报警。冯先生不得不求助民警。在

了解来龙去脉后， 民警判断这是一

起以买卖游戏账号为幌子的电信网

络诈骗， 让冯先生千万不要上当受

骗。 民警表示，对方提供的“交易平

台” 很可能就掌控在骗子手中。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上司以各种理由问自

己借款， 又始终不肯归还， 王先生

只能向徐汇公安分局康健新村派出

所求助， 经查， 原来， 这是一场赤

裸裸的诈骗。 目前， 犯罪嫌疑人黄

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批准逮捕。

黄某是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负

责人， 而王先生则是公司里的一名

团队经理。 今年初， 黄某向王先生

提出借款请求， 为了能在工作中获

得领导支持， 王先生有求必应。 黄

某不断以“孩子生病住院需要押

金”、 “新开公司租赁场地需要资

金”、 “请上级领导吃饭” 等各种

理由向王先生借款， 前后共计借款

175000 元。 虽然签订了借条， 可

每逢还款日期黄某总是推托， 迟迟

拿不回钱款的王先生选择了报警。

民警接报后立即进行了调查取

证， 并于报案当日将黄某抓获归

案， 据其供述： 他向王先生借来的

钱都用于日常消费， 借钱的理由也

是编造的， 目的是博取王先生同

情。

目前， 犯罪嫌疑人黄某因涉嫌

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男子唱歌时结识女

子， 疯狂追求结成正果， 不料分手

之后竟翻脸不认人， 拿视频相威

胁， 敲诈勒索 3万余元。 近日， 青

浦警方破获一起敲诈勒索案件。

今年 9 月 27 日凌晨， 青浦公

安分局白鹤派出所接报一起情感纠

纷警情。 到场后， 民警在对当事人

了解情况中发现， 报警人王女士的

前男友易某， 以两人在恋爱期间拍

摄的视频为威胁， 向王女士索要恋

爱期间对其付出的 38000 余元。 得

知情况后， 民警遂将涉嫌敲诈勒索

的嫌疑人易某传唤至白鹤派出所接

受调查。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易某交

代， 2020 年 6 月， 易某结识了在

KTV 上班的王女士， 后易某经常

至该 KTV 唱歌， 一来二往之下两

人很快确立男女朋友关系。 恋爱期

间两人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

感情十分不稳定。 今年 9月， 易某

发现王女士对其不忠后， 提出分手

并向王女士索要恋爱期间对其所付

出的 38000余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

金额， 王女士拒绝支付， 恼羞成怒

的易某便以恋爱期间拍摄下来的视

频相要挟。 若王女士不愿支付费

用， 便将视频发至网上。 为了自己

的声誉， 王女士不得已向易某转账

6000元。 本想着钱打过去后便相安

无事了， 可易某并不满足于6000元

的数额，依旧紧紧相逼，忍无可忍的

王女士最终选择了报警。

目前， 犯罪嫌疑人易某因涉嫌

敲诈勒索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尹海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0 月 18 日， 上海铁路公安

处昆山站派出所接到刘女士电话求助， 其

16 岁花季妹妹小嫣因和家人闹“别扭”，

从石家庄离家出走， 可能乘坐火车前往了

昆山， 希望民警帮助。 昆山站派出所接报

后立即联动乘警， 找到女孩小嫣并于当天

20 时 35 分将女孩交千里赶到昆山的小嫣

父母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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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李女士在网上找到一

个游戏陪玩工作， 为了方便每月结

算，李女士和对方开通了亲情支付，

谁料游戏没玩多久， 卡里的钱都被

转走了。日前，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

起以包月陪玩游戏为幌子、 利用第

三方支付平台“亲情卡”支付功能骗

取账户资金的新型网络诈骗案。

9 月 7 日， 李女士向静安公安

分局报案， 称其在网上被人以包月

陪玩网游为由开通第三方支付平台

“亲情卡” 功能后被骗 6000 多元。

经查， 李女士平时喜欢打网络游

戏， 在一款游戏陪玩 APP 上做兼

职。 案发当日， 她接到一单找游戏

陪玩的订单， 双方互加好友后， 对

方便提出要按月计费， 并通过第三

方支付平台结算包月费用。 随后对

方表示为了方便结算， 给李女士发

送了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亲情

卡”， 设置金额为 9500 元， 让李女

士也同样设置。 李女士按照要求照

做后， 很快发现自己账户余额陆续

被“亲情卡” 代付了 6050元。

静安警方很快锁定了以张某为

首的诈骗团伙。 在查明该团伙的作

案手段、 层级架构及人员情况后，

警方制定抓捕方案， 组织警力奔赴

安徽省亳州市实施抓捕， 于 9月 19

日成功抓获张某等犯罪嫌疑人 6

名， 并扣押、 冻结了用于作案的手

机和相关银行账户。

经查， 团伙成员在该款网游陪

玩软件中将自己伪装成寻找游戏陪

玩的客户， 结识各种游戏主播后提

出陪玩要求， 当主播答应后， 便提

出以包月形式结算陪玩费用。 由于

陪玩软件仅能每局计算费用， 无法

包月， 犯罪团伙就借机提出通过第

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结算， 并以结算

方便为由， 诱骗被害人只要开通并

相互绑定“亲情卡”， 就可以自行

从团伙成员账户内转账结算费用，

无需经过对方的确认或授权。 而实

际上， 犯罪团伙提供绑定的第三方

支付平台账户内余额均为零。 一旦

被害人开通并绑定“亲情卡” 功

能， 由于犯罪团伙的账户根本无钱

可转， 原本的双向转账就变成了犯

罪团伙单方面调用被害人账户资金

的单向通道， 团伙成员会很快以小

额免密的方式将被害人账户内的余

额分多次转走。 此时， 为了分散被

害人的注意力， 避免其发现账户余

额发生变化， 犯罪团伙会在转账过

程中邀请被害人进行语音通话或陪

玩游戏。 当完成转账流程后， 团伙

成员便会将被害人拉黑删除。

自今年 7 月至落网， 该犯罪团

伙累计作案 20 余起， 涉案金额 10

余万元。 目前， 张某等 6 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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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因没钱喝酒竟偷他人电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