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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法眼

“晚上睡不着了，手麻。”

“听得到我声音吗，哦，我想

讲什么？忘了。”

以上这些录音，竟然是

来自110报警台。

去年 11 月 30 日，水晶

直播平台主播申某某恶意骚

扰温州 110。在当地警方配

合下，温州警方在黑龙江牡

丹江市抓获申某某。经查，

当天申某某酒后在 APP 直

播平台房间里，以主播身份，

向温州 110 报警台恶意骚

扰，并在网上直播长达 5 分

钟。现申某某因涉嫌寻衅滋

事已被依法刑拘。

昨天省公安厅发布：去

年全省 110 无效报警 1307

万起，几乎占接警总量的一

半，特别是一些骚扰电话占

用了宝贵的报警话务、处警

警力等资源，也使真正处于

危险境地的受害群众得不到

及时救助。

通讯员 陈谊

本报记者 柏建斌

去年，110电话一半是假警

家住杭州余杭中泰乡的60多岁赵女士，

遭遇典型电信诈骗，前后被骗 130 万人民

币。故事的开头跟很多电信诈骗的形式如出

一撤。令人不解的是，赵女士被骗以后，不仅

没及时醒悟报警，居然还帮着骗子去骗人。

防电信诈骗常年都在宣传，可骗子还屡屡得

手。又到年关了，老话不怕重复，多长个心眼

吧！

打飞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骗人
“得手”后，警方在候机厅截住她

一调查才发现：这位60多岁的余杭大妈竟然也是受害者

先是被骗130万，接着又成了骗子的工具

老王是生意人。那天晚

上朋友叫他去杭州一家餐厅

吃饭。用餐过程中，他突发

意识障碍。同桌聚餐的人立

即拨打杭州市急救中心电

话，把老王送往医院，经诊断

为高血压脑出血、蛛网膜下

腔出血、高血压病 3 级、肺炎

等症，经治疗逐步康复。

老王的妻子认为，老王的

病情完全是当晚饮酒所致，一

同聚餐的人都要承担赔偿责

任。但当晚聚餐有十个人，彼

此不算很熟悉，最后老王的妻

子把邀请老王参加聚餐、为聚

餐买单的两个人告上法院，要

求对方承担 30%的赔偿责

任，索赔30万余元。

两位被告辩称，当晚聚

餐的人都没有过量饮酒，当

时总共就点了一瓶红酒，有

点餐单为证。大家也没有劝

酒、敬酒等行为。“而且老王

赶到餐厅时，大家都快吃好

了。”两被告还提出，老王有

病历记载，患有高血压，平时

还有饮白酒、吸烟的习惯。

两被告认为，老王在无人

劝酒时发病，是自身原因导致。

大家都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老王出事后也尽到了救助义

务，因此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日前，杭州上城区法院

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不用承

担责任。

喝酒出事，同桌人要担责吗
上城区法院一审判决：不用承担责任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杨

仙林律师认为，主要看各行

为人是否有侵权行为？喝

酒、劝酒等行为，与损害后果

是否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行为人是否有过错？

对于醉酒人，聚餐者特

别是召集人，有照顾和帮助

义务，如陪同、联系家人或安

排代驾司机；突发疾病的，应

及时送医。如不停劝酒，导

致醉酒的人突发疾病，该疾

病与喝酒有关；或醉酒人无

人照顾，发病即使病情与醉

酒无关，但未能及时送医，聚

餐者特别是召集人，都要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主

任陈松涛说，召集人的注意

义务就要高于其人。还有明

明知道对方身体有恙不宜喝

酒，还劝酒者，注意义务更高

些，有人醉酒，送行人的注意

义务要高些。规避责任风险

还得注意一点，就是保留证

据的意识。泽大律师事务所

杨仙林表示。

本报记者 方力 通讯员 尚法

哪些情形要为喝酒意外担责

新闻+

本报记者 陈雷

电信骗子的套路
还是那个套路

去年 9 月初，已经退休的赵女士在所兼

职的单位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

称是上海市崇明区某快递公司员工，说赵女

士的快递已被海关扣留。建议赵女士到崇明

公安局报案，并给了赵女士一个电话号码。

赵女士一开始不相信，但她上网查了一

下，发现这个号码确实是崇明公安的电话。

过了一会，“崇明公安的孙警官”打来电话，要

赵女士去上海报案，赵女士表示没空。“孙警

官”就让赵女士在电话里报案。做完“电话笔

录”，“孙警官”告诉赵女士，她已经被通缉

了。（记者在此提醒：我国公安办案，没有电话

笔录这回事！）

“孙警官”还说，可能因为别人冒用赵女

士的身份犯罪，并给了赵女士一个网址，让她

到网上去确认。

赵女士打开一看，不得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检察院”！上面赫然一张通缉令！

通缉令上说：要在 2016 年 9 月 6 日之前将赵

女士抓捕归案，羁押期限是半年。

又是借钱，又是抵押房子
为的给骗子汇钱

赵女士慌了，懵了，接下来她做了一连串

匪夷所思的事情。

她不敢跟家人商量，又主动给“孙警官”

打了电话。按照“孙警官”的套路，赵女士要

自证清白。

“孙警官”以及他的上级领导“杨队长”，

一起帮赵女士“出主意”：有几个余杭本地男

子冒用她身份洗黑钱犯罪，已经抓了3个，其

中一个交不出保证金被拘留了，另外 2 名嫌

犯分别交了75万元保证金就释放了。

赵女士赶紧办好银行卡。因为手头没

钱，她向公司借了 5 万。接下来又把自己的

房子抵押，将贷到的 64 万元也转给了“保证

金账户”。

到了 9 月 18 日，“75 万保证金”还差 5

万。这时，“孙警官”表示愿帮助赵女士，主动

借 5 万给她。次日，“杨队长”来电，说“孙警

官”因为帮助赵女士逃脱处罚，已被抓。电话

里，赵女士还听到“孙警官”被抓的声音（演得

真逼真）。此时赵女士已成惊弓之

鸟。

“杨队长”说赵女士这个案

子已严重升级，案子已经到了上

海市公安局的“高队长”那里，得

再交 50 万才能保证不被抓。

赵女士无奈之下向单位借

了 50 万 元 ，转 给“ 高 队

长”。后来，对方又索要

10万，赵女士照办。

自己被骗还帮骗子骗人
最后以“嫌犯”身份被扣留

事情还没完。10月18日，“高队长”打电

话给赵女士，说案子有了突破性进展，让她到哈

尔滨去找另一受害人孙某某。“高队长”向她保

证，帮孙某“完成配合”后，就可彻底洗脱嫌疑。

赵女士坐飞机到了哈尔滨，找到孙某，

“帮助”孙某在网上银行一共转账了 36 万余

元。接下来，”高队长”又要求赵女士去武汉

帮助另一名所谓受害人。

当天傍晚，赵女士买了去武汉的机票，在

哈尔滨机场候机时，被当地警方扣留，并接受

调查。

原来，哈尔滨的孙某在转账 36 万以后，

意识到自己被骗，突发疾病，被送往医院抢

救。在家人帮助下，孙某报案，哈尔滨警方

赶往机场，将赵女士控制起来，把她当作

“嫌犯”进行调查。调查发现，赵女士也是

受害人。

哈尔滨警方担心赵女士获知被骗实情后出

意外，派民警将赵女士护送回杭，交给余杭警方。

有些遗憾的是，这起电信诈骗案的犯罪

嫌疑人以及收款账户的钱，都在境外。目前

余杭警方仍在努力追回款项、追缉骗子。

防电信诈骗讲了N次
年关再提醒

年关又到，有些骗子还想捞一把。杭州

警方联合钱报再次提醒大家，当你接到“邮包

被扣”、“身份被冒用”、“涉嫌洗钱”等任何电

话、短信时，可拨打当地110或到派出所进行

核 实 ，也 可 以 求 助 24 小 时 电 话 ：

0571-81234567，咨询杭州反诈骗中心。

再次强调几个常识：

1.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办案单位

所有的报案，原则上都需本人到公安机关当

面制作笔录并需本人签字确认，不存

在“省时省力”的制作电话

笔录一说；

2. 即使要缴纳保证金，

也会让你缴纳到以公安机关、

检察院、法院等办案单位名义

在银行开设的对公账

户，绝不会让你缴纳到

个人账户。

3. 不 存 在 什 么

“安全账户”！在任何

时候，你的钱都不要转

给所谓的“安全账户”！

警方表示：不

存在什么“安

全账户”！在

任何时候，你

的钱都不要

转给所谓的

“安全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