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栎和佳苑小区（建庄5号地块）安置房正在进入验收

阶段，根据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与被拆迁户签

订的协议，为保障被拆迁户根据协议及时抽签安置的合法

利益，我办将启动安置房套型申报工作，具体通告如下：

一、情况说明：我办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在栎社村村

委会、后仓村村委会及于9月2日-6日在街道拆迁办进

行套型申报。考虑到部分拆迁户外出等原因，现进行再

次申报套型，再次申报套型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0 日—

2019 年 9 月 12 日（每日申报时间为 8：30—11：15，13:

30—16：30）；再次套型申报地点为海曙区石碶街道办事

处司法楼二楼海曙区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二、申报项目及对象：机场三期带拆后仓拆迁户、

S214省道改建工程涉及的栎社、联丰拆迁户、机场路南

延及轨道二号线剩余拆迁户、机场三期东庄、赵家的等

拆迁户、新桥头带拆拆迁户等未申报被拆迁户；

三、面积分档情况：共分7个档位，分别为65平方米

档、75平方米档、85平方米档、95平方米档、105平方米

档、115 平方米档、125 平方米档（最终面积以不动产权

登记部门登记的面积为准）；

四、注意事项：

1、申报套型的拆迁户请携带好原签订的协议及协

议人户口本和身份证。

2、本次申报套型结束后，将根据申报结果进行栎和

佳苑安置房第一次住宅房屋定位抽签，若申报的某一套

型的数量多于实际房源的，先进行入围资格抽签。

3、未申报套型的被拆迁户视为自动放弃参加栎和

佳苑安置房第一次住宅房屋定位抽签资格，且我办于栎

和佳苑安置房第一次定位抽签之日起停发过渡费，由此

造成的损失由被拆迁户自行承担。

4、套型申报者若对有关政策不明，可在套型申报现

场咨询，有我办工作人员进行答疑。

5、未申报套型的被拆迁户若未在本通告期限内申

报套型的，我办将在第一次栎和佳苑住宅房屋定位抽签

结束、结算完毕后，再另行安排时间进行申报，具体再另

行通告。

特此通告。

海曙区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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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路 贷 、 校 园 贷 、“ 杀 猪
盘”……万能的网络世界，套路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充满着风
险，让你防不胜防，一些人入

“坑”了还在给人数钱。
防范网络电信诈骗是一场持

久战，社会各方无疑应齐心协力
打好打赢这场战争，让民众免遭

“杀猪盘”等网络电信诈骗侵
害。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
是你自己面对网络世界应该保持
足够的清醒，尤其是要消去贪
欲、祛除邪念。

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送上门
的“好事”，你不要起贪欲、占小便
宜，否则，等待你的就是“杀猪盘”

“从业者”们（诈骗分子）的杀猪刀；
同样，面对“投怀送抱”这样的“美
事”，你也不要想多了，一旦头脑发
热，接下来就是吃尽、榨干，一点不
留。这些教训千百次地上演，不知多
少人流下悔恨的泪水。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没有贪欲、没有邪念，诈骗分子再
怎么设计，攻势再猛，骗局也是难
以得逞的。 （李国民）

网络世界，你得保持足够清醒

“今年年初至 8 月下旬，我
们接到‘杀猪盘’案件的报警就
有近 220起，最后‘环节’基本
上是被骗去参与‘赌博彩票’，
涉案金额有 1770 多万元。有一
名报警人被骗去 45万多元。”市
反诈中心民警说，“杀猪盘”骗
局 往 往 是 复 合 型 陷 阱 ， 一 个

“坑”连着另一个，“套路”极
深，令人防不胜防。

“杀猪盘”骗局通常是这样
的：先是加好友，然后频繁与你
聊天，摸底并骗取信任，之后确
定恋爱关系，这个过程就叫“养
猪”。显然，骗子深知“磨刀不
误砍柴工”的道理，大部分的时
间和精力花在了这个环节，时间
为 1 个月至 3 个月。在此期间，
对方会对你关怀备至，让你以为
遇到了“真爱”。

“猪”养肥了，自然是要宰
的，但怎么宰很有讲究。通常情
况下，等到“恋爱”关系稳定
后，骗子会引导你到某个他们自
制的网站上，要么参与网络赌
博，要么投资炒各种东西。当
然，骗子能够后台操作，一般先
让你小赚几笔，然后忽悠你追加

“投资”。最后不管你是赚还是
亏，钱肯定是打水漂了，因为取
现是不可能实现的。等你恍然大
悟，打算找“恋人”交涉时，发
现对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婚恋
网、交友群、各种社交平台……
都是“杀猪盘”诈骗分子活跃的
场所。他们常用“套路”来寻找
猎物，比如很多人收到过这样的
添加微信好友的信息：“某某，
我姑姑介绍的，有事情想咨询
你，通过一下！”看对方头像，
绝对是“美女”一枚，然后对方
又能说对你的真实姓名，甚至报
出你的联系电话。这番做法，很
容易让你以为真是熟人介绍过来

的。
加好友后，对方常会扮演“知

心姐姐”，以柔情攻势，令你对
“她”产生情感依赖。在这个过程
中，他们有专门的剧本，以及专门
的沟通话术，引诱你“爱”上那个
人。什么时候该关心、什么时候该
确定身份、什么时候该改换称呼由

“宝贝”变成“老婆”……这些都
有严格规定。甚至，诈骗团伙还会
开座谈会，大家一起分析那些“养
不肥的猪”的心理特点、性格缺
陷、最在意的人与事，然后设计一
套专门针对方案，令“猪”毫无招
架之力。

最终的收割环节，“套路”同
样深不可测。首先，“美女”们无
意 间 提 及 某 个 网 络 博 彩 网 站 或
APP，然后让你看到“她”在不断
赚钱。“鱼饵”放出去一段时间
后，“她”就会时不时在“猪”面
前提到这个事。种种“套路”就是
为了引诱你投钱。当然，很多人架
不住“对象”的一再推荐，会答应
试一下，但开始时都会很谨慎，往
往拿个几百元用来“探路”，赢了
当然好，输了权当买件衣服。但这
就像是大坝上的一个缺口，随时会
溃堤，现实也正是如此……

“这些通常是针对男性的。‘杀
猪盘’也有针对女性的，而且更
狠！”有民警告诉记者，一些感情
受挫又事业小成的女性更加愿意追
求情感世界的交流沟通。骗子正是
利用了其在婚姻中的情感缺失，对
其展开“情感攻势”，形成情感依
赖。而为了讨好“老公”，有些人
甚至不断下放底线，非常好控制，
也非常适合诈骗。

警方提醒，市民在面对横行的
“照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勿
以“貌”取人，不要向对方透露自
己的真实情况，更不要提及个人财
产，心里始终要有一根“明白”
弦，要为自己设好“安全阀”。

“爱情之路”就是他们的套路

韩立萍 制图

奉化公安抓获115名涉嫌交友诈骗以及“套路贷”人员。（应伟健 王晓峰 摄）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
的不断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不断翻新。为有效遏制此类犯罪
的高发势头，市公安局于 2016
年 1 月 4 日成立并运行宁波市反
诈中心。

中心成立以来，依托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联席会
议等机制，以大数据侦查为引
领，加大专业研判分析力度，优
化侦查模式和打击方式，采取专
案侦查经营、集中统一收网等措
施，进一步加大对电信网络新型
犯罪的打击力度。

截至目前，市反诈中心已配
有 13 名刑侦骨干、6 名技术专
家、10 名县级公安机关驻点专
干和 17 名辅警。同时，五大银

行 6名工作人员和电信、移动、联
通三大运营商相关人员进驻反诈中
心，还与 34 家商业银行建立快速
联动机制。“警银”协作 24小时无
休运作，一有案情发生，立即能够

“点对点”指令式秒级响应，迅速
帮助受骗市民冻结被骗资金。此
外，市反诈中心还有一个电话回访
劝阻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打电话劝
阻疑似被骗群众。

运行 3年半来，市反诈中心共
封停、限呼涉案通讯号码 88392
个，查控涉案银行账户 49716 个，
电话回访群众9.18万人次，发送针
对性提醒短信 18.28 万条，劝阻案
件 2420 起，劝回转账资金 5657.77
万元，止付被骗资金2.08亿元。

（王晓峰）

3年半时间

市反诈中心成功止付
被骗资金2.08亿元

网络的发展，使得距离不再是限制交流的问题，有不少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但也有人自以为找到了“真爱”。
最终的结局，不仅是期待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没等到，自己的钱包反倒先瘪了，破财又伤心。

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词非常热：“杀猪盘”。之所以这么叫，因为这是一种只进不出的骗局：在线上“恋人”看来，受害
者只不过是用所谓“爱情”圈养的“猪”，养肥了自然要“杀掉”。

根据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杀猪盘”骗局共造成群众损失38.8亿元，占全国总损失的21.3%，其个案平均
损失18.1万元，是其他案件平均损失的4.8倍。有鉴于此，本报记者特意收集了近期发生在我市的“杀猪盘”案件，请警方分
析其中的“局”，以此来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前不久，余姚警方成功侦破一
起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 121名犯
罪嫌疑人，这是一起典型的“杀猪
盘”案件。

今年 6 月 1 日，余姚兰江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两个月前他在
微信上认识了一名女网友，后来双
方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对方称要来
余姚看他，让他微信转账路费，因
此被骗3000余元。

单起案件案值不大，但余姚警
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实施诈骗的人
员是云南籍人员黄某。再一查，发
现类似的案件不少，而且背后是一
个网络交友诈骗团伙，此前在江西
九江活动，后来为了逃避打击，转
移去了宁夏银川。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犯罪团伙的
具体情况，民警决定先易后难，首
先抓捕回老家云南的黄某。黄某到
案后交代，他们这个团伙对外假称
是某化妆品公司，实际上却是一个
以传销模式发展下线实施诈骗的犯
罪组织。

团伙成员每发展一名下线，对
方需缴纳 5800 元入会费，他们可
以提成 735 元，级别越高收入越
高。人员入伙后，他们会进行统一
培训，主要模式就是通过社交平台
假冒“美女”，然后假意与“猎

物”谈恋爱，时机成熟后就骗人入
伙或者直接诈骗钱财。

显然，这是一个复合型犯罪团
伙，不仅从事传销犯罪，还在搞网
络诈骗。8 月 6 日凌晨 4 时，两地
警方在银川市兴庆区一举捣毁 10
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121 人，
查扣赃款30余万元。

无独有偶，前不久奉化也破获
了类似的复合型案件，那是一起“杀
猪盘”与“套路贷”合流的案件。

去年 11 月，奉化一市民就中
了“杀猪盘”陷阱：先是女网友找
他谈感情，接着推荐炒虚拟币，小
赚一笔后忽悠他投大钱，最终血本
无归。警方介入调查后意外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个从事网络交友诈骗
的团伙，他们还在从事“套路贷”
的勾当，涉案金额上千万元。8月
20 日，奉化公安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5名。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杀猪盘”骗局频频出现，最夸张
的是有人还把窝点设到宁波市区。
海曙古林派出所 7月份就破获了一
起类似案件，一举捣毁了藏匿在宁
波某小区内的犯罪窝点，先后抓获
以刘某为首的 7名犯罪嫌疑人，并
且找到了另外 7名受害人，涉案金
额40万元。

我市近期连破“杀猪盘”大案

今年 2月，由警方指导的反诈
骗自媒体“终结诈骗”曾揭秘过东
南亚“杀猪盘”诈骗的秘密。今年
3月以来，大批“杀猪盘”窝点设
于中缅边境缅北一侧及柬埔寨、菲
律宾、老挝、马来西亚等国。“杀
猪盘”诈骗已表现出域外作案多、
受害人多、发案数量多等特点。

“杀猪盘”传入国内后，变得
更为多样化，又发展出无数的变
种。其实，早在 2016 年我市就出
现过有“杀猪盘”雏形的案件。当
年 1月，一陈姓市民向鄞州邱隘派
出所报警，称有“美女”通过 QQ
认识了他，聊熟后就向他推荐赌博
网站，最终被骗 5万元；还有奉化
公安破获的一起类似案件，一市民
通过“陌陌”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女
子，最终被忽悠去参与网络赌博，
被骗25万元。

“本来这种骗局国内就有，只

不过没有现在这么‘高端’。所以
‘杀猪盘’出现后，国内这种交友
诈骗立即升级了……”民警告诉记
者，原来网络交友诈骗多为个人作
案，以各种理由要钱，单笔诈骗金
额相对较小。但如今这类诈骗已发
展成团伙式作案，整个犯罪链条呈
现出专业化特点，诈骗金额也越来
越大。

最典型的就是四大“美女”——
“卖茶小妹、虫草姑娘、支教美女、虔
诚幼师”，很多人碰到过，也是“杀猪
盘”骗局的初级阶段，背后已有成型
的犯罪产业链。

比如，最初时，“卖茶小妹”
在微信上广撒网加好友，在你面前
她是一名遭遇男友劈腿，但从不放
弃生活，最后远离城市的喧嚣，回
老家帮外公卖茶叶的清纯姑娘。事
实上，这一切全是套路，“卖惨”
也只是为了骗取同情心，方便诈骗

“杀猪盘”骗局的前世今生

而已。
“ 卖 茶 小 妹 ” 骗 的 人 太 多

了，导致人设崩溃。骗子们很快
又塑造了你从未见过的全新人
设，也就是接下来的“虫草姑
娘”“支教美女”“虔诚幼师”。

“她们”的坎坷经历真是令闻者
伤心见者落泪，“她们”乐观开
朗的心态又令人钦佩不已。当然
背后是你想不到的流水线操作：
专人写剧本、专人教说话、专人
揣摩受害者心理……

不得不说的是，这四大“美
女”到最后的诈骗环节还是较为传
统的，要么直接骗钱，要么高价销
售伪劣商品。后来，成熟的“杀猪
盘”骗局出现了，前面环节差不
多，而最终的“收割”环节就变成
诱骗受害人去参与网络赌博或者炒
各种虚拟币了。“杀伤力”瞬间增
加了无数倍，不仅会让受害人所有
积蓄打水漂，甚至还会陷入各种网
贷“泥坑”，欠下一屁股债，掉下
去就别想爬上来。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周奕 牛伟

“杀猪盘”横行
警方教你识破其中套路警方教你识破其中套路

不同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余姚公安从银川抓回121名交友诈骗嫌疑人。 （牛伟 王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