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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艺璇

晨报讯 一个劝阻电话，为
企业避免了 300 万美元损失，这
个电话就是“96110”！近日，上
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通过
96110 预警专号成功劝阻一名在
沪外资企业负责人，帮助其及时
识破骗局，避免了 300 余万美元
的损失，该起案例也是上海市反
诈中心成立以来，成功劝阻涉及
金额最大的一起。

为了让市民群众更快、更
好、更易记住“96110”这个号
码，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特意邀请
了歌手平安和沪语创作歌手王
渊超、王琦乐父女，共同创作了
一首原创歌曲，提醒广大市民：
接到“96110”来电，请立即接
听！
据介绍，关注“防范伴你行”

微信公众号，在朋友圈分享、转发
“96110”原创歌曲视频，发送

“姓名+电话+职业 +截图（朋
友圈分享、转发、点赞）”到微信
平台，还将有机会获得最新版的
“创可贴小熊”。

据上海市反诈中心介绍，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国家反诈中
心统一预警专号 96110 在沪正
式启用以来，上海市反诈中心已
通过 96110 专号，成功拨打劝阻
电话 1 万余次，挽回潜在被害人
经济损失 6000 余万元。
下一步，上海市反诈中心将

坚持“防范为主、挽损为要”的原
则，主动对接本市外资企业有关
职能管理部门，对在沪外资企业
开展新一轮针对性防范宣传。同
时，上海市反诈中心将切实发挥
拦截封堵、预警发现、查处挽损作
用，继续通过 96110 预警专号及
时对市民群众开展预警劝阻和防
范宣传等工作，积极助力优化全
市营商环境，全力维护社会治安
持续稳定。

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杨莹莹

听信一名男子所谓转运的说
法，陈某每天向这名男子转账添
“香火”。结果，父亲被人拖欠的 20
万元债务一点没追回来，自己还倒
贴进去几万块。幡然醒悟后，陈某选
择了报警，这名男子因涉嫌诈骗被
警方抓获。

2020 年 7 月 24 日，被害人陈
某在“快手”上刷短视频，偶然看到
男子赵某在直播有关情感和姻缘的
内容，还号称自己可以帮助别人转
运。
陈某先试着给赵某发了几条私

信，没想到赵某看到后回复了陈某，
还询问陈某是不是最近家中有人不
太顺利。陈某正巧为父亲被拖欠 20
万元钱款发愁，听到赵某这么问，当
即给赵某留了自己的微信号，希望

能进一步聊聊“转运”的事情。
添加微信后，赵某便不断以语

音和视频聊天的形式，对陈某嘘寒
问暖，还告诉了陈某很多快速“转
运”的小方法，并向陈某展示了自
己的佛堂证书。实际上，证书是他花
了 18元在地摊上买的。
很快，陈某便开始对赵某信任

有加，并告诉赵某自己父亲被别人
拖欠了 20万元欠款。
赵某立刻告诉陈某，他老家的

山上有座自己家的庙，求愿十分灵
验。现在只要在他那边添“香火”，
就能很快帮助陈某父亲要回被拖欠
的债务，还能让陈某父母身体健康，
哥哥觅得好姻缘。

自2020年 7月 28日起，赵某
要求陈某每天都要给自己打钱，还告
诉她如果哪天没转账，就会断了“香
火”，对陈某家人不利。后来，陈某陆
陆续续将所谓的“香火”钱转至赵某

的微信。每次的微信红包上，陈某都
虔诚地备注上了“财神爷爷福寿安
康”“财神爷爷生日快乐”等。
8月 21 日，赵某突然坐火车来

到上海找陈某，说别人欠她父亲的
钱已经被他讨回了 5 万元，不过如
果想拿回来就必须和他一起去老家
庙里拿。

赵某还一脸诚恳地告诉陈某：
“只有两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才
能让‘香火’更旺。”
名义上成为赵某“女朋友”后，

陈某对其言听计从。然而，很多天过
去后，父亲的债务一点没追回来，自
己还倒贴进去几万块，万分后悔的
陈某在微信上联系亲友求助。
9月 10 日，陈某回到上海，陪

同返沪的赵某见陈某众多家人和警
察前来，承诺退还陈某所转账的钱
款。
然而，回到亲人身边的陈某一

直没有收到这笔钱款，于是再次选
择报警。10月 15日，赵某被民警抓
获归案。

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徐明宇 丁昊杰

晨报讯 既不撬车门，也不砸
车窗，车辆完好无损，车主却损失了
3条中华、1 条玉溪香烟，蟊贼得手
完全靠的是“碰运气”。近日，浦东
公安分局民乐城派出所侦破了这样
一起“拉车门”盗窃案。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上午，民
乐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
一小区内发生一起盗窃车内物案
件。被盗 3条中华、1条玉溪香烟，
另有若干包散烟，共计损失 2000
余元。

接到报案后，派出所立即成立
侦破小组，迅速开展现场走访勘
查。民警调查发现，当日凌晨 4点，

一个黑衣男子翻墙进入小区。随
后，该男子对路边车辆逐一拉车
门，明显可见其盗窃意图。经过调
查，民警确定了该男子的身份及落
脚点。
10月 27 日上午，民警在惠南

地区抓获了盗窃嫌疑人王某，现场
缴获若干被盗香烟。经审讯，犯罪嫌
疑人王某对其实施的盗窃行为供认
不讳，交代了自己挨个“拉车门”，
若碰巧遇见没有锁车门的车辆，就
进入车内翻找，盗窃车内财物的犯
罪事实。目前，王某已被浦东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停放车辆务必检查

是否将门窗锁好，车内不要存放现
金、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以免给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记者 郁文艳

晨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公司获悉，近日长三角
铁路对辖区内各大车站自助售取
票进行了系统升级，增加电子客
票退票功能，在符合一定条件时
办理退票业务，旅客只要动动手
指就可以快捷完成退票操作。此
外，为提升用户体验、降低短信诈
骗等风险，线上购票、改签 /变更
到站、退票，不再发送短信通知，
改为默认发送铁路 12306App
通知。
长三角范围内各大铁路车站

的自助售票机新增电子客票退票
功能，可办理未打印报销凭证且
为电子支付的电子客票退票业
务。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未打印
报销凭证。若已经打印了报销凭
证，需要到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
续；购票时为电子支付。若购票时
为现金支付，也需要到人工窗口
办理退票手续。
在自助售取票机上操作退票

只需三步：第一步：选择“退票”
按钮进入退票页面；第二步：选择
要退票的车次；第三步：点击“退
票”按钮。
此次系统升级后，旅客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只打印凭条
或只打印报销凭证甚至可以选择
直接发送购票通知短信，不索要
任何纸质凭证，这样不但能节支
降耗而且可以避免单据丢失导致
的个人信息泄漏。

铁路部门还介绍，前期已
在多个环节增加微信、支付宝
的通知绑定服务，其较好的体
验及展示效果受到了较多旅客
的欢迎。为了提升用户体验以
及降低诈骗短信等带来的风
险，铁路部门对消息通知方式
进行了调整。

1. 线上购票、 改签/变更到
站、退票，不再发送短信通知，改
为默认发送铁路 12306App 通
知， 旅客也可以选择绑定微信或
支付宝接收通知。

2.候补业务、线下车站购票
等其他场景保持目前方式不变。

3.增加 App 通知场景，对于
目前所有发送类型的通知， 原则
上都默认同步发送 App 推送通
知， 对于已经开通本人车票功能
的注册用户， 其他用户为其代为
购票、改签、退票时，也将给乘车
人发送 App 通知。

如有疑问，可拨打铁路
12306 电话咨询。

铁路自助售取票机可退电子客票
线上购票等操作不再发送短信通知，改为 12306App 推送通知

96110预警专号已挽回
潜在经济损失 6000余万元

男子凌晨逐一拉车门，偷走 3条“中华”烟

相信每天转账添“香火”可转运，女子被骗几万元

男子盗窃的香烟/浦东公安

男子凌晨明目张胆地逐一拉车门，谁料公共视频拍得一清二楚。 /浦东公安

线上购票等操作不再发送短信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