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法1

民族资产冻结诈骗

作案手法：
这些虚假项目和组织的共同

特点是不法分子伪造国家部委印
章、证件、公文，冒充中央领导，编
造“民族大业”“菜篮子工程”“国防
预备役部队”“精准扶贫”“养老帮
扶”“慈善富民”等虚假项目，物色
代理人通过微信群等现代通信、金
融工具发展人员，声称缴纳数十
元、上百元会费、报名费等费用就
能获利数十万、数百万元，甚至谎
称可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
役部队”，授予“司令”“军长”“师
长”等职务，还可终身领取工资等，
从而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
我国没有任何民族资产解冻

类项目和组织，不要受骗上当；按
照法律规定，转发、鼓动、宣传民族
资产解冻类相关信息，或者组建相
关微信群、招募会员、收取费用、进
京聚集的，均涉嫌违法犯罪，公安
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手法2

贷款诈骗

作案手法：
犯罪分子通过发布低息、免担

保虚假贷款信息，以交纳年息、检
验还贷能力、保证金、手续费、税
款、代办费等为由，要求受害人转
款，或骗取受害人的账户、密码等
信息直接转账、消费。

警方提醒：
贷款前，要先了解贷款的相

关规定，不要被“低息”“不看征
信”等字眼所诱惑，落入骗子圈
套。遇到要交保证金、做银行流
水、转账验证还款能力的，一定是
骗子。贷款还是要到正规的贷款

平台申请。

手法3

注销网贷账户诈骗

作案手法：
犯罪分子谎称按照国家整治

“校园贷”的相关要求，为大学生注
销网贷账号，若不注销会影响到学
生考研、考公务员等，诱骗学生注
册各类贷款App，接着要求将贷
款额度全部提现转账到犯罪分子
的指定账户。

警方提醒：
不轻信陌生电话，向老师或学

校咨询了解相关政策。通过加
QQ 等第三方社交账号沟通的大
多数是骗局，贷款请通过官方电话
或官方App咨询，称需要将钱转入
指定账号都是骗局。

手法4

购物诈骗

作案手法：
1.网络购物诈骗。犯罪分子

开设虚假购物网站或淘宝店铺，一
旦事主下单购买商品，便称系统故
障，订单出现问题，需要重新激
活。随后，通过QQ发送虚假激活
网址，受害人填写好淘宝账号、银
行卡号、密码及验证码后，卡上金
额即被划走。

2.低价购物诈骗。犯罪分子
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发布二手
车、二手电脑、海关没收的物品等
转让信息，一旦事主与其联系，即
以“缴纳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
方式骗取钱财。

3.犯罪分子在微信朋友圈以
优惠、打折、海外代购等为诱饵，待
买家付款后,又以“商品被海关扣
下,要加缴关税”等为由要求加付
款项，一旦获取购货款则失去联
系。

警方提醒：
网上购物要选择正规网站和

信誉度较高的店家，不要脱离购物
平台直接给对方汇款。

手法5

刷网评信誉诈骗

作案手法：
犯罪分子以开网店需快速

刷新交易量、网上好评、信誉度
为由，招募网络兼职刷单，承诺
在交易后返还购物费用并额外
提成，要求受害人在指定的网店
购卖商品的方式骗取受害人钱
款。

警方提醒：
网络刷单基本是骗局，且刷

单行为本身不合规定。对于口头
承诺支付报酬的招聘类，涉及垫
付资金的一定要多加核实，谨慎
参与。

手法6

盗取虚假身份诈骗

作案手法：
1.利用木马程序盗取对方QQ

密码，截取对方聊天视频资料，熟
悉对方情况后，冒充该QQ账号主
人对其QQ好友以“患重病、出车
祸、急需用钱”等紧急事情为由实
施诈骗。

2.犯罪分子使用 QQ、微信
等即时通讯工具，冒充受害人的
上级领导等身份要求受害人向
指定账户汇款等，从而实施诈
骗。

警方提醒：
遇到熟人发来信息，涉及转账

的，一要观察聊天软件是否有异常
提醒（如对方登录端口异常、登录
地异常等）；二要使用多方确认，可
通过拨打电话或见面的形式加以
确认。

手法7

冒充公检法等诈骗

作案手法：
1.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工作

人员拨打受害人电话，以事主身份
信息被盗用涉嫌洗钱等犯罪为由，
要求将其资金转入“安全账户”配
合调查。

2.犯罪分子冒充社保、医保
中心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医
保、社保出现异常，可能被他人
冒用、透支，涉嫌洗钱、制贩毒等
犯罪，之后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
员以配合调查为由，诱骗受害人
向所谓的“安全账户”汇款实施
诈骗。

3.犯罪分子群发短信，以事
主银行卡消费，可能泄露个人信
息为由，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或公
安民警连环设套，要求将银行卡
中的钱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
户”，或套取银行账号、密码从而
实施诈骗。

4.犯罪分子冒充通信运营企
业、广电工作人员，向事主拨打电
话或直接播放电脑语音，以其电话
欠费、有线电视欠费为由，冒充公
检法介入，称受害人名下的通讯工
具被用于贩毒、洗钱等犯罪，要求
将资金转到指定账户，继而实施诈
骗。

警方提醒：
遇到类似政府部门或企业电

话时，要通过第三方渠道进行核
实，通过电话让转钱的都是骗子。

手法8

提供虚假服务诈骗

作案手法：
犯罪分子通过电杆广告、互联

网、短信群发等方式发布复制手机
卡、提供考题、私家侦探、办理证

件、房屋租赁、调查追债、删除网帖
等虚假服务信息，待受害人与之联
系后，便以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
将钱打到指定账户，进行诈骗。

警方提醒：
对所提供的服务多加核实，不

要被一时利益所蒙蔽，转款时需谨
慎。

手法9

返利诈骗

作案手法：
犯罪分子通过社交平台散布

消息，以“土豪过生日返利、报复渣
男、明星后援会发福利”等多种名
义，称转账后会高额返利，诱惑人上
当参与，实际却以“交押金、提档交
款”等理由一直让受害人转款投钱。

警方提醒：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切勿因

贪图便宜而上当受骗。涉及到给
陌生人转账，一定要提高警惕。若
怀疑自己被骗，一定要停止转款，
及时拨打110报警。

手法10

冒充购物客服诈骗

作案手法：
犯罪分子网上购买网购客户

信息资料，冒充客服人员以交易不
成功给客户退款等为由，向受害人
发送虚假退购网址，盗取被害人支
付宝账户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密码、手机号、支付密码等信息。

警方提醒：
遇到自称卖家或客服电话说

需要退款或者重新支付时，要亲自
登录官方购物网站查询，或者拨打
正规客服，不要轻易点击对方提供
的网址，更不能在这些网页上填写
相关信息。此外，银行卡号、验证
码信息一定要保管妥当，不要轻易
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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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6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
获悉，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
续多发态势，重庆公安机关坚持

“源头反制、综合整治、宣传防
范”，全面落实打击治理各项措
施，扎实开展宣传防范，持续发
起专项攻势，保持对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严打高压态势。今年以
来，全市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1.2万余起，抓获诈骗犯罪嫌
疑人1500余名，止付冻结涉案
资金2.4亿元，向被骗市民返还
被骗资金1500余万元，有力守
护了市民“钱袋子”。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手段日益复杂、新骗术层出不
穷，让受骗群众蒙受巨大损失。
重庆市成立了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专门机构——重庆市反
诈骗中心，持续开展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始终保持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打严防
高压态势。强化源头反制，联合
市通管局、移动、电信、联通等营
运商及各大银行，将打击防范关
口前移，建立诈骗电话通报阻
断、被骗资金快速止付机制。信
息通信行业拦截诈骗恶意呼叫
2.2亿次，关停语音专线2400余
条；通过下达预警指令，银行累
计止付冻结资金15.6亿元。加
强综合整治，进一步加大对伪基
站、黑广播、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等打击整治力度。大力推动宣
传工作进村社、进社区、进校园、
进企业、进场所。开展“平安反
诈校园行”体验式教育活动，运
用“线上学习+互动游戏”和“线
下宣讲+学校推广”的方式，市内
66所重庆高校参与在线互动总
人数20余万人次，在线学习课程
总浏览量340余万次。利用“平
安重庆”等微信公众号，以案释
法，曝光骗术，向社会发布诈骗新
手法预警通报12期，通过短信平
台向用户普发防骗短信10亿条，
切实增强市民安全防范意识。

据了解，针对一些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藏身境外实施
诈骗、妄图逃避打击新动向，在
公安部领导下，重庆警方切实加
强国际执法合作，重拳打击在境
外活动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
疑人和幕后组织者，2018年以来
先后6次组织赴境外开展工作，
从柬埔寨、越南、菲律宾、缅甸等
国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
人5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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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国家部委印章、证件、公文，诱骗学生注册各类贷款App，冒充公检法工
作人员拨打受害人电话……

重庆警方发布十大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警情提示
本报记者 周松

随着年龄和收入增长，“90后”
一代已成长为当今社会的消费主
力。6月13日，唯品会联合南都大数
据研究院发布《中国社会新人消费报
告》（下文简称《报告》），首次从人群
特征、消费行为及消费趋势等多个层
面，剖析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轨迹。唯
品会大数据显示，初入社会的“90
后”在购物时最关注的两大因素分别
是“质量良好”和“性价比高”，其中首
要关注性价比的比例占65.6%。作
为全球最大特卖电商，唯品会品牌特
卖是“全网极致质价比，全球大牌尖
货”的代表，在收入有限却渴望“高质
价比”消费的“90后”群体中相当受
欢迎，目前唯品会平台的新增用户中

“90后”占比超50%。

社会新人六大消费趋
势与典型画像

《报告》揭示了当前中国“90后”
社会新人的六大消费趋势：一、钻研
型消费当道，社会新人都是追求性价
比的专家；二、社会新人对国货的接
纳度和消费热情空前高涨；三、“90
后”在职场的穿着越来越休闲、随性
化；四、抗衰保健消费低龄化；五、陪
伴型消费不设限，现代社会新人多养
猫狗；六、偶像、网红效应弱化，社会
新人更愿意相信真实用户评价。

与此同时，各线城市“90后”社会
新人受职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在生存、消费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差异
化表现。以储蓄情况为例，《报告》数
据显示，一线城市的“90后”社会新人
储蓄意识更强，超15%拥有10万元以
上存款；但在买房置业方面，低线城市
年轻人热情更高，二三四五线城市社
会新人的购房比例已超过40%。

针对社会新人多样的消费特
征，《报告》还总结出了六种最具代
表性的消费画像：“省钱系研究生”
擅长在预算有限时寻找到性价比最
高、价格最实惠的商品；“假富玩家”

收入不高，但为自己心仪的商品剁
手毫不心软；“新蚁族”常见于一线
城市，他们用养宠物、买抗衰产品等
方法来缓解工作压力；“非典型职场
人口”指崇尚个性的职场“90后”，穿
得越正式越不被他们喜欢；“云姐
妹”在线上却总能找到聊得来的圈
子；“国货本命青年”在购物时总会
优先考虑购买国货。

“90后”钻研型消费追
求极致质价比

当前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进程
中，钻研型消费是“90后”升级消费的
重要方式。《报告》调研显示，“90后”社
会新人中接近九成会先比价再做购买
决策。

对于重视私人空间的“90后”社
会新人而言，“家”是最重要的消费场
景之一。《报告》指出，社会新人爱添
置小家电，且偏好“专业且功能集成
型”产品，这点在一线城市年轻人中
最为明显。2018年，唯品会平台上扫
地机器人在一线城市社会新人中的
销量增速接近 166%。家居产品方
面，社会新人看重“生活仪式感”，杯
碟、花瓶等小物件最受欢迎。另外，
宠物消费是社会新人消费支出中最

“无上限”的一块，“90后”特别舍得为
宠物花钱。2018年在唯品会平台，

“90后”社会新人对宠物产品的人均
消费额比两年前上涨了近160%。

随着步入家庭的“90后”越来越
多，社会新人在母婴消费领域的表现
也越来越活跃，相比“70后”、“80后”，
他们的育儿理念更“科学化”。一方
面，“90后”爸爸参与育儿的程度更
高。唯品会数据显示，2018 年“90
后”男性社会新人在母婴品类的订单
数增长30.91%。另一方面，“90后”
父母在育儿硬件装备上的花费在持
续增加，包括童鞋配饰、婴儿辅食等
成长消耗品，以及婴儿床、儿童滑板
车等生活和户外玩耍必备的装备。

多元消费需求彰显“90
后”个性与主见

更能彰显“90后”社会新人“先锋
个性”的消费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颜值消费、娱乐消费、国货
热。“90后”49.74%都购买眼霜、美容
仪等抗衰老产品；保健品、健身体用
产品也是“90后”对抗工作压力、保持
良好身材的秘诀。2018年，唯品会平
台上保健按摩仪的销量增速超过了
300%，健身服、健身器材、运动鞋等
体用品在“90后”用户中的销量则保
持着两位数增长。

娱乐消费方面，“90后”的“配置
控”和“收集控”表现无遗。一方面，

“90后”社会新人追求“最顶配”的电
子娱乐设备。自2016年开始，手机、
耳机霸占了“90后”社会新人电子数
码产品销量TOP2；另一方面，他们还
追求“最全套”的IP周边，“90后”女生
爱追电视剧同款，“90后”男生则爱追
动漫和游戏周边。

“90后”国货热在家电、美妆个护
等领域体现得最明显。近年来，唯品
会平台的厨具、小家电销量TOP10品
牌中，美的、苏泊尔和小熊电器三大
国货品牌稳居前三；社会新人护肤销
量TOP10品牌中，国货占了7席。

从《报告》呈现的当前“90后”社
会新人消费现状来看，年轻人多元的
消费观正在为消费市场带来无限可
能，对“高质价比”的重视也将是未来
一段时间覆盖年轻群体各品类消费
的主流趋势。唯品会10年来坚持“品
牌特卖”，精选全球大牌好货、应季尖
货，以没有品牌溢价的形式，让用户
买到极致质价比的品牌好货，与“90
后”年轻消费主力钻研价格、钻研功
能、钻研质价比的趋势不谋而合。为
回馈广普用户，6月15日至18日期
间，唯品会将开启以“大牌钜惠，三折
封顶”为主题的“6·16”年中特卖，为
消费者带来真正超值的购物体验。

潘锋

唯品会《中国社会新人消费
报告》揭示六大消费趋势

“90后”钻研型消费特点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