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一一张张信信用用卡卡引引发发离离奇奇诈诈骗骗案案
卡的主人在浙江衢州，找人帮忙提高透支额，却到威海成了诈骗道具

浙江人洪某持有一张光大银行信用卡，他想提
高透支额度，找QQ“好友”帮忙并透露了个人信息。
随后，一起横跨千里的蹊跷诈骗由此引发。

这张卡随一年轻男子“跑”到了威海，经一名黑
车司机临时跑腿，它又到了提供民间小额贷款的威
海市民刘先生手中。本想赚点手续费，刘先生答应
帮一陌生“客户”还款，可存入4 . 9万元后，钱刷不出
来了。

威海警方冻结账户，但一段时间后遭解冻，钱
被洪某据为己有。

3月14日，历时一年侦查，高区警方追回了4 . 9
万元。涉嫌诈骗罪，洪某被刑拘，但此案背后的种种
蹊跷，仍未能被破解。

青年步行流浪

20余天到荣成

本报 3月 31日讯 (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李健 ) 智障青年邹
某流浪20多天，从700公里外的济
宁邹城步行到了荣成，睡在东山街
道一村的蔬菜大棚里，被好心村民
发现。30日，民警联系到邹某的家
人。

30日8时许，荣成市东山街道
办某村村民毕先生报警称，村北一
蔬菜大棚内发现一名衣衫不整的
青年男子。东山边防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男青年正卧躺在蔬菜大棚
里。

民警与男青年沟通，他语无伦
次，疑似患精神疾病。男青年衣着
单薄，民警找来棉袄给他披上，又
提供了饮用水和馒头。待男青年情
绪稍稳定，民警从他口中得知了部
分家庭情况以及他哥哥的联系方
式。

男青年邢某，今年26岁，邹城
人。六年前，邹某因一场车祸导致
智障，今年三月初，他独自一人从
老家走失。20多天时间，邹某步行
7 0 0 余公里流浪到荣成。与此同
时，邹某家人在老家周边多方查
找，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均未果。

当邹某的家属接到民警电话
时，表示要马上到荣成将邹某接回
家。当晚21时许，邹某的父亲和堂
姐赶到了东山边防派出所，接走邹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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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郭晓辉 宁
红军 ) 21岁的重庆男子雷某
到荣成干船员，上船没几天，
无法适应。他想法离船却不敢
回家，躲在荣成桃园一村外的
草垛里，连续两天露宿。30日，
民警联系雷某的家属并将其
送往救助站。

29日，在村外空地一草垛
里，荣成桃园街道办某村村民
发现一男子睡在里面，心想对
方可能很快会离开，这个村民
未在意。次日9时许，这个村民

再次来到草垛旁，发现男子还
蜷缩在草里。

考虑到男子连续两天睡
在露天草垛里，担心发生意
外，村民赶紧报了警。

桃园边防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发现男子衣着单薄，
戴着帽子，他在草垛底下挖了
一个洞，蜷缩其中。民警试图
与男子对话，但他始终低头一
言不发。民警将男子从草垛中
扶出来，带回派出所。

民警向男子提供饮用水
和面包等食物，他终于开口

说话。男子姓雷，重庆人，今
年21岁。春节过后，雷某在网
上看到招聘船员，经上海某
中介牵线，他独自一人从老
家到石岛，上了一渔船上打
工。没过多久，雷某发现自己
无法适应，偷偷离开并躲藏
起来。

民警确定雷某身体并无
大碍，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
其父亲表示将于三天内赶到
荣成。民警与威海救助站取得
联系，并于当天将其送往救助
站。

干干了了几几天天船船员员不不适适应应 重重庆庆小小伙伙草草垛垛挖挖洞洞藏藏两两天天

刘先生经营一家健身俱乐
部，有些闲钱，他在网上发布提
供小额贷款的广告，并留下手
机号。

2014年3月3日晚，一陌生
男子联系刘先生借钱。刘先生
回复，借钱可以但需担保。陌
生男子称没东西可担保，但可
把自己的信用卡寄来，刘先生
可把借款转入信用卡，再用
P O S 机刷走，这样不会有风

险，他还付980元手续费。刘先
生同意。

次日上午，陌生男子发来
一条短信，让刘先生帮忙代还
4 . 9万元欠款，并留下了信用卡
密码。

中午时分，一老年男子找
到刘先生的健身俱乐部，二话
没说就递上一个黑信封，里面
是一张光大银行信用卡。

刘先生担心信用卡不能

用，先试着刷了一笔980元的手
续费。确定可以用，他用支付宝
往卡里存入4 . 9万元。

约10分钟后，钱到账。刘先
生用POS机操作，试图把存入
的4 . 9万元刷出来，但POS机提
示“交易金额超限”，一分钱也
刷不出来。与此同时，那名老年
男子接到电话，准备转身离开。

“糟了，我被骗了。”刘先生
意识到不妙，拦住老年男子质

问。男子自称姓徐，只是一名黑
车司机，当天上午他在火车站
遇到一陌生年轻男子，对方给
了他50元“跑腿费”、一个黑信
封，要他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将
信送给“收信人”刘先生。

刘先生赶紧给陌生年轻男
子打电话，对方已关机。刘先生
怀疑徐某和骗子是一伙的，揪
住他到派出所报警，高区公安
分局刑侦大队立案侦查。

扎 为赚980元手续费，4 . 9万元“有汇无回”

威海当地没光大银行。立
案当天，高区公安两民警赶往
烟台，赶在4 . 9万元被转走前，
通知银行冻结信用卡。

经查，开卡人洪某是浙江
衢州人。经徐某辨认，给信封的
年轻男子并不是洪某。这一下，

警方无法确定洪某为嫌疑人，
无法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刘先生只能通过民事途径主张
权利。

2014年上半年，刘先生给
洪某打电话告知事情来龙去
脉，请他尽快来威协商处理，对

方果断拒绝，也拒绝还钱。
今年1月26日，民警发现，

汇入那张光大信用卡的4 . 9万
元发生变化。除系统自动扣款，
剩余3 . 3万余元被转入了洪某
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操作时
间为2015年1月13日。

有了这个动作，洪某因非
法侵占他人财物，“合格”地成
了作案嫌疑人。高区警方对洪
某展开网上追逃。3月9日，在浙
江衢州火车站广场，浙江警方
抓获洪某。随即被高区刑警押
回威海。

扎 高区警方冻结账户，钱在浙江被转走

2014年初，洪某加入了一
个信用卡QQ交流群，其中一好
友称可以帮他提高信用卡透支
额。洪某也想通过这个方法周
转生意。

联系“好友”，对方提供了
一个上海地址，要洪某把自己
的光大银行信用卡寄过去。两
三天后，“好友”致电洪某，提出
要将信用卡绑定的手机号换成
自己的，洪某同意。

此后，洪某查询发现那张
卡中有资金转入和支出。过了

几天，“好友”打电话称，升级白
金卡需洪某提供资料和家人信
息，洪某没多想就发去了信息
短信。

几天后，洪某再次查询，被
告知信用卡已挂失，新卡寄往江
苏。洪某慌了，打电话询问“好
友”，对方告知信用卡异常、无法
刷，要求洪某再提供一张储蓄
卡，通过信用卡中心把钱转入储
蓄卡，再从储蓄卡里取钱。

“好友”要求洪某先支付3
万元，洪某婉拒，“好友”也联系

不上了。洪某致电光大银行客
服，得知信用卡被威海高区警
方冻结，卡内有4 . 9万余元。随
后，洪某把绑定手机换成自己
的原号。

今年1月，洪某收到光大银
行客服短信，称信用卡已解冻。
按照客服提供的办法，洪某先
停用了光大银行信用卡，又提
供了一张农商银行储蓄卡，卡
内余额转入储蓄卡。

洪某自知卡内的4 . 9万元
不归自己所有，但他那时有一

笔贷款马上到期，决定拿这笔
“意外之财”还贷。

结合目前掌握的证据，民
警介绍，洪某可能是完成了这
起蹊跷诈骗案的取款环节，但
已涉嫌诈骗罪。洪某已被刑拘，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记者就此蹊跷向相关方面
求证此间玄机，但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有说可能POS机问题，
有说可能是信用卡问题。

但截至目前，以上可能仅
限于猜测。

扎 本想提高透支额，最后人被刑拘了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崔展魁 王东晓

家中冒黑烟

原是电褥子惹祸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30日中午，文登
一居民家中冒浓烟，市民报警，龙山
派出所民警和消防前往处置。经查，
屋内起火是因电褥子电源没关掉、
长时间受热所致。

30日12时许，龙山派出所值班
民警接到罗女士报警，罗女士称邻
居家中冒黑烟，怀疑着火。龙山派出
所民警迅速联系附近巡逻民警前
往，同时将情况反馈给文登消防大
队。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冒烟的是
一栋2层小楼，当日家中无人，首先
是邻家小孩发现黑烟的，后来黑烟
越来越大，急忙报警求助。随后消防
人员赶到现场，扑灭火源。

随后民警联系房主，房主介绍，
他外出时忘记关闭电褥子电源，电
褥子长时间受热被引燃。

▲资料图

民警为小伙提供食物和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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