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为获赔300元
结果被骗10多万元

李贺今年36岁，今年4月，他在网上

购买了温州到郑州的往返机票，准备清

明节回老家扫墓。买完机票的当晚，他

收到一条短信：“你购买的温州到郑州某

航班因飞机起落架故障未能准时起航，

航空公司将为您免费改签。由于航班延

误，您可获得赔偿金300元。请拨打客

服电话008613……咨询赔偿事宜。”

短信中不仅有李贺的名字，还有航

班信息、身份证信息等，所有信息都准确

无误。李贺一看，“客服”号码一共15位

数字，并不是普通的11位手机号码，觉

得可能真的是航空公司客服电话。

于是，李贺回拨了这个号码，正规

的语音提示让他放了心，并根据操作选

择了人工通话。“客服”指引他用手机输

入银行卡卡号、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

用于返还赔偿金。

当时，李贺犹豫了一下，但又心想

自己是在手机系统上输入卡号和密码

等，对方又看不到，应该没问题。可是，

让李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挂断电

话仅仅几秒钟，他就收到数条令人胆战

心惊的银行短信——他的账户分4次

共转出106984元。

当晚，李贺立即向警方报案。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

谢旭说，李贺拨通的所谓客服电话，实

际上就是手机号码加上区号，中国的区

号是0086。后来，受害人虽然只是在

手机上输入银行卡卡号、密码和验证

码，但犯罪嫌疑人通过技术手段能自动

记录下这些信息。

远赴海南追踪嫌犯
潜心调查一箭三雕

接到报警后，我市警方立即对该案

展开调查。在追查过程中，民警发现，

这些被骗的钱被分转到了各个银行账

户上，并被人从多台ATM机上全部提

走，而且几乎所有的提款人都头戴摩托

车头盔，难以识别其身份。唯一能确定

的是，取款地点在海南儋州。

4月底，为深挖该犯罪团伙，我市

警方在温州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牵头

下，成立专案组，远赴海南儋州，联合当

地警方一起展开调查。

在儋州公安的配合下，警方确定了

相关犯罪嫌疑人和另外两个相关犯罪

团伙。这3个犯罪团伙作案的窝点在

儋州市郊区山坳中的农场、果园里的老

旧或废弃房屋，平时他们将生活用品运

到窝点里，作案时基本上没有出来。

“犯罪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察意

识，他们选择的地点很隐蔽，所在地理位

置又很‘刁钻’，只要车辆进入果园，他们

就会发现。”谢旭说，犯罪嫌疑人还在窝

点外布线，一旦发现线断了，或者周围有

脚印，就立即转移，抓捕难度很大。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日夜蹲守，

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规律等信息，再

伺机抓捕。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

和布置，6月底，在多方配合下，警方出

动26名民警实施抓捕。3个诈骗团伙

的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另有十

余名涉嫌贩卖公民信息等罪的犯罪嫌

疑人被网上追捕。

经查，该3个诈骗团伙成员均为儋

州本地人，至落网时他们共作案100余

起，涉案金额达400多万元。由于案发

后作案号码容易被封号，犯罪嫌疑人购

买了数十个手机号码用于作案，并花钱

从一些不法途径购买了大量公民机票

信息，再通过技术手段假装机场客服诈

骗受害人，最后通过转账提现转移获取

的资金。

民警分析，该团伙的“中奖率”非常

高，急着出行的旅客，一旦“获悉”自己

购买的航班机票第二天要被取消，情急

之下就容易放松警惕。

目前，1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网络

通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仍有十余名犯

罪嫌疑人在逃，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记者 蔡玲玲 通讯员 王红

雷）折腾了好几日的“玛莉亚”台风总算

结束。昨天，市气象台解除台风警报和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前脚刚走，烈

日的脚步就紧随而至，知了又开始在树

上聒噪。

根据市气象台预测，接下来的几

天，我市以多阵性降水天气过程。市区

周五，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5 至

31℃；周六，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6

至 32℃；周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

雨，26至31℃。没了风雨的“庇护”，人

的体感自然感觉闷热起来。所幸接下

来几天，有阵雨的“助兴”，能稍微缓解

热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已经出

梅啦。也就是说，如果再出现阴雨天

气，就不再是“梅雨”了，而是属于“夏

雨”。出梅后，我市天气将以晴热高温

为主。

不少朋友觉得，今年梅雨季特别短

暂。的确如此。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

到，跟往年相比，今年的梅雨季属于“非

典型性”。首先是入梅时间，6月20日

入梅，较往年（平均6月13日）偏迟，为

近15年来入梅最迟年份。其次是大家

对降雨的感受，入梅后持续阴雨时间较

短，经常是局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和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即局地性和极

端性比较强。

台风离开后，副热带高压将持续控

制长江中下游地区，晴天或多云的天气

轮流坐庄。别忘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叫

“三伏天”的家伙，已经在候场了。尽管

7月17日才正式进入三伏天，但现在大

家应该已渐渐感受到三伏天的威力了。

本报讯（通讯员 黄顺教 戴荣荣 记者 黄

君君）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那么动车

站门口的出租车就是外地乘客对一座城市

最初的印象。记者昨日从市运管局获悉，针

对瑞安动车站门口出租车乱象，从7月10日

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出租汽车规范经营专

项整治行动。

“明明从动车站到市区路程不长，但出

租车司机就是不打表，一口价四五十元。”在

杭州工作的市民陈女士前不久从瑞安动车

站打的回市区，被的哥乱收费，怒而发了朋

友圈。

“有些出租车在经营时存在不使用计价

器乱收费、拒载乘客等行为，不仅侵犯了乘

客的合法权益，也损坏了城市形象。”市运管

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常接到市民有关

动车站前出租车乱象的投诉。

为切实提升巡游出租汽车的服务质量，

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打造良好的出租汽

车服务环境，市运管局决定开展铁路瑞安站

出租汽车规范经营专项整治行动，从7月10

日开始至9月31日结束。

“今后不允许出现拒载、议价等行为，不

然将予以严惩。”7月10日10时，市运管局

江南所执法人员在瑞安动车站广场出租车

候客点给出租车驾驶员发放《关于动车站巡

游出租汽车规范经营的告知书》，并耐心告

知出租车驾驶员一定要规范经营。

接下来，市运管局江南所将加大稽查力

度，对动车站前的巡游出租汽车存在违法行

为的，将一律严厉查处；利用全球眼监控设

备，对动车站前的出租车实施无死角、无缝

隙监管。同时，对违章的出租车驾驶员按规

定予以信誉扣分，并在新闻媒体、交通网站

上曝光。

看看天气
RUI BAO

收到“航班延误可获赔”短信，你会怎么做？

这样的套路还是有人信了
被骗十多万元

梅雨走了，台风走了

瑞城迎来热情似火的盛夏

■记者钱枫枫实习生王则澄
通讯员李秧

犯罪嫌疑人通过不法途径

获取旅客的机票信息，向其发送

短信，以航班延误赔偿为由，套

取对方银行卡卡号、密码、手机

验证码信息，实施诈骗。今年4

月，在瑞安做小生意的河南人李

贺（化名）就因此被骗10多万

元。我市警方远赴海南儋州蹲

守两个多月，于近日成功抓捕3

个涉案诈骗团伙的14名犯罪嫌

疑人。

不打表、拒载
动车站前的出租车乱象你遇到过吗？

动真格！这些乱象要整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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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芮萱 记者 黄君君）主人

工作早出晚归，没想到在他家干了两年的保

姆心生贪念，短短两个月内盗走家中30余万

元财物。昨日上午，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这

起盗窃案：被告人邵某因盗窃雇主财物30余

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

2015年下半年，邵某通过中介来到市民

晓刚（化名）家中做保姆，平时负责打扫卫生、

洗衣服、做饭等家务。2017年10月1日白天

家中仅剩邵某一人，她第一次下了手。

“我当时一时糊涂，起了贪心，拿了几件

衣服、几瓶酒，还有燕窝和一些现金。”邵某

说，晓刚一家人并未察觉，她又陆续偷拿财

物。

2017年12月17日，晓刚打开平时存放

现金的保险柜，发现少了一叠美金。晓刚询

问妻子，但她并没有取用这笔钱，他这才意

识到家中财物失窃。次日，晓刚在书房内安

装了监控。同月21日，晓刚再次发现书房里

的保险柜少了1万元人民币，查看监控视频

发现，竟然是保姆邵某进入书房偷窃，随后

报警。

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1日至12月

21日，被告人邵某在被害人家中做保姆期间，

多次盗窃被害人家中的人民币、美元、手表、

高丽参、冬虫夏草、燕窝等财物。其中，2017

年10月1日至12月16日间陆续盗窃人民币

3.5万元、8200美元（折合人民币54344元）；

2017年12月17日盗窃9950美元（折合人民

币65782元）；2017年12月21日盗窃人民币

1万元，后被害人发现并报警，公安机关在被

害人家中将被告人邵某抓获。

民警在邵某的包内查获并扣押人民币1

万元，还在其出租房内查获并扣押被盗的

9950美元、百达翡丽牌腕表、正官庄牌高丽

参、冬虫夏草、燕窝等财物。经估价，百达翡

丽牌腕表价值人民币13.5万元，高丽参价值

人民币1.05万元。上述被盗财物现已发还给

被害人。案发后，被告人邵某退赔被害人人

民币102250元和1000元港币。

法官提醒市民，雇佣保姆时，应选择正

规、有资质的家政服务公司，掌握保姆的真

实情况。同时，加强防盗意识，不要过于暴

露财物，妥善存放贵重物品和现金，并定期

清点财物。

市民家中被盗30余万元财物

原来是保姆下的手

犯罪嫌疑人戴着头盔从ATM机上取钱

向出租车司机发放告知书

瑞安市商贸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受委托，定
于2018年7月24日下午3时，在瑞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对下列标的五年租赁权进行公开竞价，现
公告如下：

一、招租标的概况：
瑞安市阳光北路第19幢第一层237号-251号

店面及202室、302室、402室（用途为商服用地/商

业服务），建筑面积942.88平方米；第19幢301室，
建筑面积192.51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
宅）。出租房屋建筑面积总计1135.39平方米。

二、竞价起始价：54万元（首年租金）。竞价保
证金10万元。

从第三年起，年租金在上年租金的基础上环比
递增3%。

三、交易方式：二位或二位以上报名者参与竞
买，通过竞价方式，价高者得；只有一位报名者参与
竞买，可按起始价成交。

四、报名时间、地点：

时间：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23日下
午4时止（节假日除外）。

地点：瑞安市滨江大道满庭芳大楼三楼（瑞安市
商贸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服务窗口）。

五、竞价保证金交纳账户：
账户一：户名：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号：33050162613500000235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
账户二：户名：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号：1924 5101 0400 25216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

六 、联 系 电 话 ：65903978 65903958
65879516

七、网址：www.smcqjy.com www.raztb.
com

八、办理报名手续事项：
有意竞买者，凭银行出具的有效凭证、本人身

份证（企业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算窗口
换取竞价保证金缴纳收据后，办理报名手续（委托
他人代理报名、竞价，凭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
和被委托人身份证）。竞价保证金以报名截止时间

之前到达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户为准，竞价
保证金不可他人代缴。未成交者，竞价保证金于
2018年7月24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九、特别约定事项：
标的原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但

原承租人须办理报名手续才能参加竞买。否则视
原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

瑞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瑞安市商贸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3日

房屋招租公告
[RACQJJ201801060]

受瑞安经济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委托，定于
2018年8月10日下午15时整，在瑞安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对下列标准厂房进行公开转让，
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说明：标的为坐落于瑞安经济开
发区阁巷新区（56号地块）第27幢1-5层共计
10套的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9295.44㎡，土

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未办理
房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分割登记，起始价
2485.8135万元，保证金450万元。

二、转让方式：有二位或二位以上竞买者
参与竞买的，通过拍卖方式以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买受人；如只有一位竞买人参与竞买，则按
起始价转让。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竞买人应为（1）符合开发区产业和环保要

求；（2）2017年度产值500万元以上；（3）2017
年度税收亩均18万元以上的企业法人。

四、报名时间：2018年8月3日至9 日16
时止（工作时间）。

五、报名地点：瑞安市滨江大道满庭芳大
楼三楼（温州中正拍卖服务窗口）。

六、展示时间及地点：2018年 8月2日至
3日16时止（工作时间），标的物现场。

七、资格审核：意向竞买人报名前需通过

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资格审核。
有意竞买者凭资格审核意见、保证金缴款

凭证、企业有效证、章办理竞买手续，由他人代
理报名、竞买的须办理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保证金以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到达瑞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账户为准，保证金不可他人代缴。
成交者保证金冲抵部分成交款；未成交者保证
金于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详情请登陆网站（www.wzzzpm.com、
www.raztb.com）。

保证金缴纳账户：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开户银行（一）：中国建设银行瑞安市支行
账号：3305 0162 6135 0000 0235；开户银
行（二）：中国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账号：
1924 5101 0400 25216。

咨 询 电 话 ：66813778 13806852221
65879516 工商监督电话：65611172

瑞安经济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温州中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3日

阁巷高新小微园部分标准厂房转让公告
[RACQJJ201801061]

因学校发展需要，瑞安市嘉沃外语培训学校举办者和法人将进行变更。为保护债权债务人
的合法权益，现公告如下：在本公告发布日之前，请瑞安市嘉沃外语培训学校所有债权债务、担
保、借款以及有财务往来的单位或个人，持有效凭证（原件、复印件），在45天之内（即2018年7
月13日-8月22日）到我校申报并办理登记手续。（联系人：林娜 电话：13967726790，地址：瑞安
市安阳街道瑞都景园4幢3楼）

特此公告
瑞安市嘉沃外语培训学校

2018年7月13日

瑞安市嘉沃外语培训学校债权债务登记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