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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来电？

先分辨真假再作答
防疫同时也要警惕这些涉疫诈骗套路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疫情实施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套路逐步升级。

本期家书梳理目前常见的几种涉疫诈骗套路，大家一起来了解学习，

提高警惕。

案 例 点 击

接到“疾控中心”来电  女子被骗 1 万元
“我女儿好像被骗了。”近日，

家住深圳的李先生报警称，其在南海

罗村工作的女儿小李疑似遭遇了诈

骗，且自己联系不上女儿了。

接报后，民警迅速展开搜寻，及

时找到了小李，成功将其从骗子的圈

套中解救出来。

经了解，小李午休的时候，接

到一个自称是深圳市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小李在外省接

触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要集中隔

离 14 天。

当小李反驳自己未出省时，对

方表示可能是小李的手机号码被人冒

用，并告诫小李因疫情防控需要，这

事不能对身边人说。而后，对方要求

小李到酒店单独开一间房做谈话笔

录，解决手机号码被冒用的问题。

小李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单位附

近没有酒店，小李就到了一个人少的

广场。随后，在与对方视频通话时，

对方特意给小李看了其周边的环境。

看到视频里的环境像是在派出所里

面，小李便相信了对方，并按照对方

的要求将银行卡账号密码给了对方。

民警找到小李时，发现其银行卡已被

转走 1 万元，所幸民警及时赶到，保

住了银行卡内剩下的 4万元。

11 月 4 日，市民阿鸿接到一通

“+24”开头的陌生来电，对方称其

购买的快递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无

法送达，但可以办理退款。

阿鸿一听慌了，着急之下按照对

方的指引登录一个陌生网址。紧接着，

对方给阿鸿发来一个二维码，称用手

机扫一扫就可立即申请领取退款。

可阿鸿扫码后，却发现未能领取

成功。此时，对方又换了一套说辞，称

可能是阿鸿填写的信息有误，需要将其

身份证、银行卡账号及密码、手机银行

的验证码都发给对方进行审核验证。

阿鸿没有多想，一一照做，还在

对方的指引下，开通了某项贷款服务，

并将贷来的 6000 元全都转到对方提

供的银行卡上。令阿鸿没想到的是，

就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收到银行

短信提示卡里的 6000 元已被转走。

这时他才意识到被骗。

1. 冒充疫情防控人员诈骗
不法分子会伪装成“疫情防控中

心”或“卫健委”工作人员，谎称受

害者健康码、检测报告、流调异常，

或是以“系统故障，需重新核实身份

信息”为由，发送“木马链接”给受

害者，点击就会泄露受害者个人信息。

另一种情形是不法分子要求受害者前

往公安机关核查，攻破受害人心理防

线后，主动提出将电话转接至“公安

局”，以清查资金洗清嫌疑为由诈骗

钱财。

警方提醒：防疫工作人员在进行

流调时，不会询问与疫情防控无关的个

人隐私信息，不会发送任何链接或二维

码，更不会向被调查人索要银行卡号、

密码或验证码等信息，也不会以任何理

由要求流调人员加入QQ群、微信群，

更不会以任何理由让流调对象转账和

进行所谓的“资金核查”。一旦遇到此

类情况，一定要保持警惕，切勿轻信。

2. 快递阳性理赔诈骗
不法分子会冒充快递公司客服，

谎称受害者的快递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无法送达需要进行销毁，同时以

可以提供理赔为由，引导受害者扫描

二维码或下载 APP，诱骗受害者在软

件内填写银行卡号、验证码以及支付

密码等信息，从而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此类诈骗手法，归根

结底还是属于“网购退款”类型的电信

诈骗。当遇到所谓“客服”通过电话、

短信、微信等任何非原购买渠道，声称

“快递或订单出现问题进行退款赔付”

的，一定不要轻信。正确的做法是返回

原购买渠道，或拨打快递公司官方客服

电话，联系工作人员核实情况。

3. 冒充疫情流调员推销特效药
有不法分子自称“防控中心某主

任”，打电话告知居民健康码和检测

报告上有异常，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

而且对方会在电话里透露，称有治疗

新冠的特效药，进而兜售行骗。

警方提醒：目前治疗新冠肺炎还没

有特效药。不要相信所谓的特效药，要密

切关注官方发布信息，不要相信非专业医

疗机构，网上交易要在正规网购平台。

4. 核酸检测诈骗
不法分子通常会冒充防疫人员，

打电话称检测到群众行程异常，可能是

密切接触者后，会以系统出错要重新登

记为由，让其扫描对方提供的二维码预

约核酸检测。受害人扫描后，银行账户

钱被转走。还有不法分子会冒充“防疫

机构工作人员”群发信息，谎称可以快

速检测核酸进而行骗。

警方提醒:我国的核酸检测结果，

是由经卫健部门认证的、具备资质的医

院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不要轻信网

络上的小道消息和所谓的“私人渠道”。

快递被检出“阳性” 男子为办退款被骗

诈 骗 套 路常 见 涉 疫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一批网络新规施行 跟帖须先实名认证
12 月起，又有一批新规开始实施，其中多部互联网新规特别引人关注，例如新修订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

管理规定，对网上跟帖行为进行了规范；又比如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致力从根本上、制度上预防、遏制、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快来了解这些新规详情。

未实名认证不得跟帖评论

手机卡银行卡不可超量办理 网上买药更安全更放心

普通话水平划分为 6 级

关键项目不合格停产停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新修订的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新《规定》共 16 条，重

点明确了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跟帖评论管理

责任、跟帖评论服务使用者和公众账号生产

运营者应当遵守的有关要求等内容。

●新《规定》明确，按照“后台实名、

前台自愿”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基于移动

电话号码、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不得向未

认证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冒用组织机构、他人

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跟帖评论服务。

●新《规定》要求，公众账号生产

运营者应当对账号跟帖评论信息内容

加强审核管理，及时发现跟帖评论环

节违法和不良信息内容并采取必要

措施。

●新《规定》强调，公众账号生

产运营者可按照用户服务协议向跟帖评

论服务提供者申请跟帖评论区管理权限。

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公众账号生产运

营者的跟帖评论管理情况进行信用评估后，

合理设置管理权限，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以“小

切口”立法形式，对特定领域犯罪进行深入治理的

专门性、综合性法律，从根本上、制度上预防、遏制、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一新型犯罪的重要法律，是数

字安全领域立法的重要探索。

●多办几张电话卡？不得超量！
办理电话卡不得超出国家有关规定限制的数

量。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办卡情形的，电信业务经营

者有权加强核查或者拒绝办卡。

●多办几张银行卡？不得超量！
开立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不得超出国家有关规

定限制的数量。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开户情形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有权加强核查或者

拒绝开户。

●卖个人信息？帮转账？涉嫌违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活动提供支持或者帮助，包括出售、提供个人信息；

帮助他人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等。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

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网络售药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真正迎来强监管时代。

《办法》对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平台责任履行、监

督检查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例如，明确疫苗、

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

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

药品不得在网络端销售。对于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实

行实名制管理等。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小

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及测试大纲》（试行）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试行。

该规范将中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划分为 6 级，规定

了测试的内容、范围、试卷构成和评分标准等，适用于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五年级及以上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测评

或评估监测。

国家药监局印发的《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

要点及判定原则》于 2022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检查要点提到，如果受委托方关键项目瑕疵数以及

重点项目不符合规定数≥ 6 项，或是重点项目不符合规

定数、重点项目瑕疵数、一般项目不符合规定数总和＞

16 项，将面临停产整顿的风险；而委托方如果关键项

目瑕疵数以及重点项目不符合规定数≥ 4，或者重点项

目不符合规定数、重点项目瑕疵数、一般项目不符合规

定数总和＞ 8项，也面临停业整顿的风险。

“跟帖”新规来了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来了 网络售药新规来了

小学也要普通话测试

严格管理化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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