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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后”嫌疑人亲述诈骗全过程

他为什么能轻松转走
别人支付宝内的钱款

忏悔吐心声：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网上代办中介
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吕泽

交警开展整治 凌晨查酒驾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沈露晨）
日前，交警城区中队采取错时方式，开展酒
驾整治统一行动，共查处 1 起涉嫌醉酒驾驶
机动车、4 起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
当晚，城区中队队员分两批行动。一队
于晚上 7 点至 9 点在文居街宝龙广场路段开

展酒驾整治行动，另一队于晚上 10 点半至
次日凌晨 1 时在回春路清幽弄路口继续开
展行动。其中在文居街宝龙广场路段，仅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间隔，城区中队便查获 2
起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1 起涉嫌醉酒驾驶
机动车。

消防不过关 一足浴店被临时查封

从事“金融”工作，爱好养宠物，擅长“IT”，兼职做游戏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许屹）近
日，富阳消防大队联合城西派出所开展消
防安全大检查，11 家被检查单位中有 1 家
被临时查封。
在对紫金阁足道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时，检查人员发现该单位未经消防安全检
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而且大楼的第一
层只有一个安全出口，第二层至第三层仅

主播，还有个漂亮的女朋友……虽然只有 22 岁，不过听起
来王鑫（化名）的生活却已经丰富多彩。不过，春节刚过
完，他就被富阳警察抓获，关进了看守所。
原来，就在 2 月初，王鑫帮人申请网络贷款，将对方的
支付宝信息都要来了，一方面利用对方的信任，另一方面
也利用他对支付宝功能的了解，成功转走对方账户里的两

设置一部疏散楼梯，疏散通道数量不足，不
具备安全疏散条件。
根据检查情况，紫金阁足道的行为已
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
三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针
对它存在的安全隐患，富阳消防大队为保
证公共安全，
决定对其进行临时查封处罚。

万多元。被关进看守所后，王鑫很后悔，面对记者的采访，

不想分手 女子闹自杀

他详细揭示了自己诈骗的全过程。

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进入社会多年
王鑫老家在衢州，很小的时候父
母就离异了，他跟着父亲一直生活到
初中。不过初中还没毕业，他只身去
了新疆，和在新疆工作的母亲一起生
活。从那时候开始，王鑫就进入了社
会，一开始在酒店端盘子，后来在厨房
工作。
18 岁 那 年 ，王 鑫 独 自 离 开 了 新
疆，去福建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辗
转回了衢州，租了房子，和女朋友一块
生活。
王鑫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因
为喜欢打游戏，他经常凌晨 3 点多还

在做游戏直播。他玩得最多的就是
“逆战”和“英雄联盟”，喜欢炫耀自己
的高级游戏装备。困得实在撑不下去
了才上床睡觉，等醒来已经半天过去
了。
“就是偶尔去朋友开的宠物店帮帮
忙，给宠物洗洗澡。”王鑫自己也养了
两只猫，对宠物很上心。
从 2017 年初开始，因为朋友的介
绍，王鑫开始接触“金融”行业，听起来
高大上，说白了，其实就是帮人代办信
用卡、代办网络贷款等业务。
“ 那些年
纪大点的人，都不懂怎么填资料，就会
交给我们办，我们填得详细点，申请下

来的额度也高。
”王鑫说，
除了这些基础业务，王鑫在朋友
的带动下，还开辟了新业务，比如帮别
人信用卡、
“花呗”套现，消除不良征信
等，不管合法不合法，只要能赚钱，他
就抱着侥幸心理去试试。
为了寻找客户，他还找人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广告：急你所急，你如果需
要用钱，就找我，信用卡代办、套现、黑
户包下款……“找那些有 5000 个好友
的微信账号，30 元一天发两条。”王鑫
说。也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家住洞桥
镇的何女士联系上了王鑫。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徐一泓）
近日凌晨，城区春城大厦附近一出租房内，
一名 20 多岁的女子闹着要自杀，原因是男
友要同她分手。好在巡特警及时赶到，女子
被救回来了。
报警的是女子的男友，事发前几个小
时，他们大吵了一架，男子认为，他们几天前
就分手了，不该再纠缠，不过女子就是不肯
承认。僵持之下，女子拿出了刀片往手腕割
去。
眼看鲜血流了下来，女子的男友竟然吓
得跑出了房间，等缓过神来才记得要报警。
好在巡特警和城西派出所民警 5 分钟之内

就赶到了现场，不过当时女子将自己反锁在
出租房内，就是不肯开门，还一直喊着：
“我
不想活了，
不要你们管。
”
民警一边想办法开门，一边做思想疏导
工作，
但女子情绪激动，
劝导无果。
考虑到出租屋房门为防盗门，被反锁后
无法从外面打开，而女子情绪激动，请开锁
匠来又耽误时间。民警蒋振刚果断从警车
上取下破门器，
将防盗门强行破开。
此时，女子已经有些虚弱，民警合力将
她抬下楼送往医院，所幸救治及时，女子无
大碍。

油污江面 好在处置及时

网络代办，套来客户验证码
何女士今年 48 岁，就在 2 月 4 日，
她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一条消息，
是一个陌生好友发的广告，说可以代
办网上贷款。正好，何女士急需用钱，
就加了广告中的微信号。
何女士加的微信好友就是王鑫，
两人聊了之后，王鑫表示，要何女士提
供支付宝的流水。不过何女士并不懂
怎么操作。王鑫称，可以把她的支付
宝账户、密码给他，他能够帮忙全部处
理好，保证不出几天就能拿到何女士
要求的 3 万至 5 万元贷款额度。
不过，在拿到何女士的支付宝账
户、密码后，王鑫却动了歪脑筋。他分

3 次 ，分 别 转 走 何 女 士 支 付 宝 中 的
8000 元、1 万元和 2000 元，每次转账超
过一定额度需要的验证码，毫无防范
的何女士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发给
王鑫，这也让王鑫的转账过程异常顺
利。
而这两万元钱，王鑫从何女士账
户转到了几个客户的支付宝账户，事
先同他们谈好，客户收到钱，提现给
他，他可以支付几百元的辛苦费。
后知后觉的何女士到第二天都没
发觉自己的银行卡账户少了钱，还发
微信询问王鑫贷款什么时候能下来。
心虚的王鑫干脆就删除了何女士的微

信。
王鑫并不是第一次转走客户的
钱，在去年 10 月份左右，他曾做过一
笔生意，帮一位客户“花呗”套现。因
为客户不懂怎么操作，他便让对方提
供密码，用自己的手机登录对方账户，
结果一不小心操作失误，转走了对方
银行卡里的 500 元钱。王鑫并没有把
钱还回去，而是很快就将 500 元花完
了。之后，用同样的方式，他又转走另
一名客户 800 元。
由于前两次转账一直没有被发
现，
王鑫的胆子大了起来。

看守所忏悔吐心声，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网上的代办中介
从何女士那得来的两万元，王鑫
很快就玩完了，其中 4000 元买了游戏
装备，5000 元还了信用卡欠款，8000
元还了一笔欠债，剩下的钱过年期间
吃喝玩乐花了个精光。
不过，王鑫花钱的时候很开心，但
事后开始担忧起来了，毕竟这么一大
笔钱，警察会不会找过来？王鑫越想
越怕，手机一响就心惊，有时候干脆大
白天关机。

王鑫的忧虑很快就得到了印证。
过年期间，富阳警方就已经掌握了王
鑫的动向，3 月 1 日，正在网吧给一名
客户做信用卡代办手续的王鑫突然失
联。原来，电脑里客户的信息还没填
完，他就被警方抓了，进了派出所接受
调查。
王鑫承认了自己盗刷何女士支付
宝的事，还交代了此前的两次盗刷。
在看守所，他很后悔：
“ 我当时就和女

朋友说了，我干这些事，迟早会出事，
没想到真出事了。
”
面对记者，王鑫也道出了心声：
“现在的移动支付太方便了，不过里面
的漏洞太多，骗子只要想要，很快就能
成功转走你账户的钱。千万不要相信
任何网上的代办中介，办信用卡、贷
款，
最好就去企业直接面谈。”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金亮 丁波
杰 钱子雯 谢若飞）3 月 12 日，富春江灵桥江
域发生一起油污污染江面事件，幸亏富阳海
事部门处理及时。
当天早上 7 时 12 分，有船员拨打富阳海
事处渔山所的值班电话报警，称灵桥满庵渡
上游船舶待泊区有大片油污流入江中。
渔山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派海事人
员前往事发现场核查。7 点半左右，初步勘

查有了结果，
情况属实。
指挥中心立即发布防污染指令。8 点
半左右，现场完成防油污措施，拉起围油栏、
投放吸油毡。之后，两艘清污船到达现场。
10 点 46 分，油污快速得到清理，油污范围得
到控制。
经查明，本次油污面积 200 余平方米。
目前，海事部门已经成立事故调查小组，对
事故源头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