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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曦

近年来，通讯信息诈骗愈演愈烈，年均案
发率增幅在30%以上，特别是近几年，特大电
话诈骗案件频发，造成极大社会影响。目前，
我省此类案件究竟发案形势如何， 哪些人最
易受骗，怎么防范？带着这些疑问，记者11月
22日走访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

家住长沙马王堆的李女士两口子都是退
休职工，子女都在外面上班。今年5月，李女士在
家中座机上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上海市
公安局王警官，怀疑李女士在上海涉嫌洗钱、贩
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要求李女士把家里成员情
况、自己手机号码等信息全部告诉对方。随后，
“王警官” 用显示020-110的号码拨打其手机，
并把电话转给自称检察官的人，检察官再次对
李女士进行恐吓，说会到湖南将其抓走，并对其
家人采取措施。为自证清白，惊慌不已的李女士
随即取出家中全部存款共25万元，到银行柜台
一次性转给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过几天，李
女士想再次联系“王警官”，却发现对方已杳无
音信，这才惊觉受骗。

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李女士这
样的例子只是沧海一粟，据统计，自2016年1
月1日至10月31日， 全省共发电信诈骗案件
1537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26人，造成经济
损失近2.5亿元。

民警介绍，目前来看，通讯信息诈骗受害
人群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其中之一就是退休
在家的中老年人， 发案时间集中在白天工作
时间， 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冒充公检法执法者
等手段实施诈骗。 前文的李女士就是典型的
受害者。同时，许多对互联网、银行卡知识欠
缺的人群也饱受其害。今年4月，韶山居民梁
某接到电话，对方称是精准扶贫办的，要对其
发放扶贫资金， 需要其自备一张银行卡到
ATM机上操作，且卡内需有一定资金。对此
一窍不通的梁某随后来到镇上的银行， 按照
指示进入了ATM机上的英文界面，不知不觉
即被骗子转走了自己的最后一点资金。

此外，公司财务人员也是一块重灾区。今
年7月，长沙一公司财务负责人李某接到老板
微信，对方问过公司账户情况后，随即以业务
需要为由，令其向他人连续两次转账共100余

万元。两天后，李某见到老板谈起该事，发现
自己上了大当， 对方其实是盗用老板微信的
骗子。某些贪图眼前利益者，常被施以小额贷
款、中奖、考试改分等好处的人也是骗子偏爱
的诈骗对象。今年6月，湘潭市一银行工作人
员张某参加了银行系统的资格考试， 心中对
成绩不很自信。此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
称是考试中心工作人员， 表示能以1000元一
门的代价为张某改分， 并要求张某付两个人
的担保金各10000元， 费用一到立即改分，张
某信以为真，隔天把钱转过去，却发现对方电
话再也打不通，才知道上当受骗。

对于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警方给出了几
条建议：首先，一旦接到陌生电话和短信，只
要涉及到银行卡和转账的事情， 务必提高警
惕； 如确有需转账的事情又发现不认识转账
的收款人，请仔细核实后再转；同时，对手机
和电脑上的链接不要随意点开， 防止木马程
序攻击，并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最后，
公检法机关是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的， 不存
在验资，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遇到这种情
况立即报案。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
讯员 胡域 田辉)11月23日， 由省文明办等
单位主办的湖南省2016年“传递温情·守护童
心”留守儿童关爱帮扶活动在龙山县启动。

据了解， 我省留守儿童超过70万人。
这一群体中存在学业失教、心理失衡、亲情
失落等问题。启动仪式上，省文明办负责人
指出， 我省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将包括
建设留守儿童之家、开展“1+1”留守儿童

爱心帮扶等活动。 除了给孩子们建设有电
脑、电视、电话、球台的学习、娱乐空间外，
还将安排志愿者、 心理咨询师开展留守儿
童安全教育及情感交流活动， 加强与留守
儿童交流互动。 在暑假期间将劳务输出集
中地区的留守儿童送到父母身边， 享受温
情的家庭生活，满足孩子们的情感需求。

启动仪式上， 来自全省的16家单位和企
业为12所农村学校捐建了“留守儿童之家”。

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11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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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龚伟
夏安龙 记者 杨军）11月23日，安化县奎溪
镇党委决定，节约一部分办公经费，从全镇
12个村中选取40名特困党员， 为他们订阅
2017年度《湖南日报》。

在安化县贫困山区，各级党报成为一些老
党员的精神食粮。 平常爱读报的党员很多，但
不少因家境贫困未能订报纸， 必须步行到村、
镇才能读到报，非常不便。奎溪镇党委还决定，

从今年12月1日起， 由驻村干部承担起邮递员
的责任，每次进村时把最新的报纸带到老党员
手上，每个星期必须保证送报3次以上。

该镇木榴村70岁的老党员唐楚清感慨
地说：“通过看报， 我们可以获得不少信
息。” 他已经和村里几个老党员合计好了，
要通过从报纸上获取的信息， 为家乡发展
献计献策，每年至少为村、镇发展提出3条
意见、建议，写一份发展建议报告。

我省组织开展留守儿童关爱帮扶活动编者按
在移动金融业务迅速发展和高度普及的今天，手机、QQ微信等工具已成为群众日常交往和工作交流

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通讯信息诈骗也日益猖獗，已成为社会一大毒瘤。有鉴于此，湖南日报特开辟《打
一场人民战争———反电信网络诈骗》专栏，将通讯信息诈骗的常见伎俩、特点、危害一一剖析，广而告之，
对症下药，形成全民动员、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打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敬请关注。

4类人容易“中招”
———我省通讯信息诈骗大起底

安化奎溪镇为特困党员订党报
11月24日，长沙市特殊教育

学校，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40名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在观看该校
文化建设成果展示。当天，“校长
国培计划”———2016年特殊教育
学校校长能力提升培训班返岗
实践集中指导交流会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国飞 摄影报道

“国培计划”校长
观长沙特校成果展

打一场人民战争
———反电信网络诈骗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蔡泽国

11月23日清早，住在南县养老中心的80
多岁李为本老人起床后突然感到胸闷、呼吸
困难，随即按下床头紧急呼叫按钮，护理员
马上联系设在该中心的南县中医医院分院
医生， 仅3分钟医生就对病人展开了紧急抢
救。由于救助及时，李老很快化险为夷。

南县民政局局长杨征兵说：“实现医疗
资源与养老服务结合， 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人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养老、就医、住院、康
复等‘一站式’服务，解决了老人及子女的
后顾之忧。”

县、 乡一级的医养融合之路怎么走？杨
征兵认为，实现“养老+”有利于资源整合，比
如，“养老+医疗”、“养老+护理”， 等等， 实现
“1+1>2”的目的。南县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南县是劳务输出大县， 有10多万人外
出创业打工， 留守老人、 空巢老人比例较
高，养老形势严峻，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发展养老服务业，“十二五”期间投入1.3亿
元，逐步建成占地面积22亩、建筑面积2.7
万平方米的养老服务机构———南县养老中
心。去年8月，中心二期工程老年养护楼竣
工，拥有养老床位480张，养老中心便与南
县中医医院达成合作协议， 由县中医医院

在养护楼设立分院， 全方位为老年人提供
医疗保障服务，实现医养结合。目前，建好
医用床位103张，日平均使用量95张。

11月24日，记者在该县养老中心看到，
每一名入住对象入院之前， 驻中心的中医
分院医生会测量血压、做心电图、照X光片、
检测肝功能等，并分类整理病历，建立健康
档案。医院每天确定一名医生和护士，根据
健康档案的记载， 对入住老人定时开展巡
诊查房，进行常规检测和针对性护理。养老
中心有老年人健身房、 荷花鱼池、 小型花
园、娱乐中心、慈善超市等配套设施，室外
路面铺设防滑贴砖， 室内过道铺设防滑地
胶，靠墙通道安装防撞扶手，交叉路口设置
指示标牌，同时开通入住老人“优先挂号、
优先就诊、优先住院”的“绿色通道”，确保
老人患病时得到及时救治。

中心负责人邹劲峰对记者说，“我们所
做的，把养老防病、康养护理、延年益寿贯
通一体，这样就可以减少养老风险，除‘急、
特、危、重’病人需转院治疗外，其他老人就
医成本明显降低。”

杨征兵表示，下一步南县将认真总结养
老中心医养融合经验，紧紧依托各类医疗资
源，逐步将医养融合向乡镇敬老院、民办托
老所以及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延伸和拓展。

医养融合，降低老人看病成本
———南县“一站式”养老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