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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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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孙玲
波）先骗感情再骗钱，这是“杀猪盘”的
普遍套路，但依旧有人不惜“飞蛾扑
火”。近日，银湖街道一名单身中年女
子遭遇“杀猪盘”诈骗，被网上“军人老
公”骗走20余万元。

前段时间，杨女士（化姓）通过
QQ“附近的人”结识一名网友，对方
说自己叫“李光辉”，是一名军人。“李
光辉”热情主动，有事没事都会找杨女
士闲聊，还主动发自己的生活照和军
装照，事实上，这些照片都是网上盗用
或合成的。同时，“李光辉”还向杨女
士讲述自己在部队的经历和获得的荣
誉，巩固自己军人的“人设”。此时，在
杨女士的眼里，对方就是一个温文尔
雅、高军衔军人形象，因此她迅速投入
感情。

在“杀猪盘”案例中，诈骗分子找
到受害人后，并不着急介绍“投资理
财”，而是日常频繁聊天，假装不经意
聊起，或者通过标注位置、拍摄照片展
露财富实力，让受害人对其加深“有经
济实力”的印象，再聊起某个朋友有投
资渠道等。但此时诈骗分子不会向受
害人推荐投资，反而等待受害人因好
奇心主动询问。

这个模式“李光辉”也完美复制
了。介绍自己身份时，“李光辉”就开
始塑造“班长”形象，在后续频繁聊天
中以日常问候为主，间歇透露“班长”
正在经营获利较高的生意。同时，对
方编造身边亲人帮忙投资获利并因此
发生矛盾的故事，将自己与受害人拉
到同一阵营。无论是“班长”还是亲戚

的“故事”，都带有细节、情绪因素，更
有感染力。

经过前期的铺垫，杨女士很快
“入了套”，她主动提出愿意帮忙理
财。为了规避风险，“李光辉”提出在

“内部聊天软件”中交流，并通过直
观、高额的收益，让杨女士在利益和
信任关系面前，开始大额度向其转账
投资，并用花言巧语，一步步诱导杨
女士加大“投资”。

其实，银湖派出所反诈专员曾多
次联系杨女士，对其进行反诈宣防，
但每次打电话过去，她态度很差，根
本不愿相信反诈专员的劝导。原来，
针对警方的反诈宣传，“李光辉”早有
准备。

“李光辉”先向杨女士说了一个
“亲戚被杀猪盘诈骗”的故事，用这种
同理心让杨女士将其当成一个阵营
的人，根本不会再将其与诈骗分子联
系起来。同时，双方以夫妻相称，诈
骗时机已成熟，“李光辉”指导受害人
如何应对 96110 劝阻电话，合理解释
接听陌生电话和给陌生账户转钱的
情况。

一套流程下来，不到一个月时间，
杨女士先后转给对方20.6万元。等到
杨女士手头钱财基本转光后，对方就

“消失”了。
警方提醒：春节假期即将开始，

不少市民朋友“口袋里有点余钱”，
此时要更加小心，千万不要相信网
友的“高收益投资”，不要给陌生人
转账汇款。遇到可疑情况，可拨打
96110 咨询。

春节假期，警惕诈骗
富阳有人因“杀猪盘”

损失2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张卓）此
前，富阳文化旅游行业出台了“免费游”

“宋福富春年”“会奖旅游促进”等六条引
客留富奖励（补助）政策，其中，面向区内
外旅行社的2023年一季度“引客留富”政
策实施细则已经明确，“会奖旅游促进”行
动奖励政策细则同时出台。

2023 年一季度“引客留富”政策对组
织团队来富旅游的区内外旅行社给予奖
励：对组织职工疗休养团队来富旅游的
（至少游览 1 个收费景区）按每人 10 元给
予奖励，住宿富阳的再给予每人 30 元奖
励；对组织普通团队来富旅游的（至少游
览1个收费景区）按每人5元给予奖励，住
宿富阳的再给予每人30元奖励。奖励政
策时限为2023年1月至3月（不影响原有
政策执行）。

申报条件是到收费景区（点），包括杭

州野生动物世界、富春桃源、富春山居数
字诗路e站、通天飞瀑、富春山居号游船等
景区（点）旅游；景区（点）门票价格低于正
常团队价（以备案为准）80%以下的低价团
减半计算人数，住宿酒店房间价格低于
200 元/间·夜的减半计算人数；对同一团
队同一批次游客，其游览不同收费景区
（点）的人数不可累加；对同一团队同一批
次游客，其在富住宿酒店两晚及以上的人
数不可累加；单个团队人数不少于16人，
同一团队列入组团社奖励的将不再奖励
地接社。

申报需要营业执照、行程单、游客清
单、景区（点）及酒店开具的购买门票发票
或住宿发票，住宿还需提供酒店住宿系统
的住宿客人清单；职工疗休养团队需提供
疗休养组织单位工会出具的证明资料等。

发生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重大舆情并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
提供虚假材料恶意骗取奖励的，有以上情
况之一，将取消奖励资格。

相关申报条件和填报要求等可咨询
区 文 广 旅 体 局 相 关 科 室 ，联 系 电 话
63167689、15700060890。

另外，“会奖旅游促进”行动细则同时
明确：鼓励引进国内重要会议，国家级、全
国性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中央直本属
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国内民营经济前百
强企业（上年度排名）等机构或企业举办
的、参会人数1000人（含）以上、实际会期3
个半天或在杭住宿1天以上的会议，一次
性给予举办单位10万元扶持。参会人数
1000 人以上的，人数每增加 10%，扶持标
准相应增加10%，每届不超过50万元。会
展奖励政策咨询电话：杭州市商务局
85253625。

面向区内外旅行社

2023年一季度
“引客留富”政策实施细则明确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新年，浙江
老人迎来一份升级福利，1 月 1 日起，
凡浙江户籍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每人每月将领到不低于 60 元的高龄
津贴。目前，富阳 1 月津贴发放已经
完成。

高龄津贴是一项老年人福利制
度，此前我省各地由于政策不同，高龄
津贴覆盖面、发放标准并不统一。比
如，杭州、宁波、台州、丽水已实现当地
户籍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全覆
盖，发放标准为每月50元，其他多数地
市仅发放给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的年满80周岁的高龄老年人。

“高龄津贴全覆盖了！”连日来，这
一重磅消息已经迅速成为浙江老年群
体中的热点新闻。根据省政府日前出
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的实施意见》，2023年1月1日起，面
向所有浙江户籍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发放高龄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不低
于50元提高到60元。省民政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调整意味着我省高龄
津贴不仅实现全省覆盖，还提高了发

放标准。
以家住杭州的王奶奶为例，老人

今年81周岁，那么她自1月1日起，可
以享受每月不低于60元的高龄津贴，
若按 60 元计算，全年高龄津贴就是
60×12=720元；假如王奶奶为79周岁，
等到今年 3 月过生日后满 80 周岁，那
么她从3月起开始享受每月60元的高
龄津贴，3—12月的高龄津贴就是60×
10=600元。

据了解，1 月，富阳区高龄津贴共
发放22963人，其中80至89周岁18814
人，90至99周岁4088人，100周岁及以
上61人，共计发放1724050元。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意见》，今
后高龄津贴将采取主动发放形式，无
需老年人或家属申请。1 月 1 日起，
通过“浙里康养”数字化平台核实数
据后，按月发放高龄津贴到老年人社
保卡上，确保不漏不重不错，实现高
龄津贴精准发放。今后，高龄津贴的
发放还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定
期调整。

首笔80周岁以上老人
高龄津贴发放完成

惠及22963人，共计发放1724050元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癸卯兔年
春节即将来临，区气象台正式发布春
节假期天气趋势预报，预计 1 月 21 日
至 27 日富阳天气两头雨、中间晴，假
期中间有较强冷空气南下，带来冰冻
严寒。

今年“三九”期间（1 月 9 日至 17
日），富 阳 经 历 了 从 暖 到 冷 的 大 转
折。18 日进入“四九”，我们迎来冷空
气间歇的气温回升期。不过，今年春
节期间，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南下，
带来 7—9℃的过程降温和 5—7 级偏
北大风。

天况方面，预计 21 日夜里至 22
日、26日夜里至27日各有一次小雨过
程，其中，22日夜里高山区有雨夹雪或
小雪。

气温方面，假期前两天，暖湿气流
不仅会带来阴雨，气温也有所回升，早
晚最低气温升至 3—6℃。23 日有较
强冷空气南下，24 日到 25 日气温较
低，早晨最低气温平原地区零下3℃至
5℃，山区零下 5℃至零下 8℃，有冰冻
或严重冰冻；白天最高气温也只有4℃
左右。

总体来看，春节期间富阳及周边
地区总体天气较好，比较适宜走亲访
友和户外旅游，假期两头有降雨，建
议大家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节日
出行。

区气象台特别提醒，23 日起气温
下降，公众外出时要做好防寒保暖措
施，用炭火等取暖要注意通风，同时防
范降雨、低能见度和雨雪冰冻天气对交
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最后关注下全国春运期间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除夕至正月初六

我国无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天
气，但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中东部地
区气温波动较大，其中，南方大部地区
除夕到初一会遇上降水，强度较弱；初
二到初四天气转晴，但受到冷空气扩散
南下影响，会出现4—6℃降温；到初五
前后，南方雨水又将增多，春运返程或
将受到影响。

春节天气趋势：
1月21日（除夕），多云转阴，傍晚

转小雨，气温3—10℃
1月22日（正月初一），阴有小雨，

气温6—9℃
1月23日（正月初二），雨止转阴到

多云，气温3—7℃

1月24日（正月初三），多云，气温
零下2—4℃

1月25日（正月初四），晴到多云，
气温零下4—4℃

1月26日（正月初五），多云到阴，
夜里转小雨，气温零下2—9℃

1月27日（正月初六），阴有小雨，
气温4—6℃

春节假期两头雨中间晴
正月初二有冷空气南下

梅花绽放 天气拍客陈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