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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280万被骗

顺德公安火速拦截

“我很幸运生活在顺德， 有你们在，

是我们百姓的福气！ ”前段时间，顺德容

桂居民陈女士遭遇电信诈骗，280 万巨

款差点被骗， 幸好顺德区公安局民警及

时赶到，成功止损。 为向民警表达谢意，

日前陈女士将一面印有“神警雄风 造福

百姓”的锦旗送到佛山市容桂派出所。

假警察狮口大开索巨款

“你名下的一个上海手机号涉嫌滥

发垃圾短信，若不处理，你所有号码将被

停机， 我现在就帮你转接上海警方报警

处理！ ”9 月 12 日 16 时许，事主陈女士

在家中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让她吓了一

大跳，随后，“上海警察”对陈女士说：“你

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涉嫌帮助犯罪集团洗

黑钱 280 万元，要洗脱罪名，必须尽快筹

集 280 万资金转到我们的安全账号上。”

对方甚至还发送了一张写有相关内容的

“公函”。

陈女士信以为真， 按照对方的指示

拿齐家中的银行卡和存折、 新买一台手

机和一张新的手机卡， 在附近酒店开了

房。 期间，对方一直让陈女士保持通话，

并禁止她与任何人联系。

因为筹钱困难，2 小时后，陈女士便

悄悄发短信告诉丈夫她在酒店。 陈女士

的丈夫接到短信一头雾水， 但陈女士电

话无人接听，在哪个酒店、干什么一概不

知，更奇怪的是，就连家中银行卡、存折

都不见了，于是他马上报警。 当晚 18 时

30 分，容桂派出所振华中队民警卢明了

解情况后判断， 陈女士极有可能遇到了

电信诈骗：“一定要争分夺秒， 和骗子抢

时间！ ”

真警察及时赶到止损失

为了全力拦截对方汇款， 卢明发动

了所有值班警力，全力开展排查。通过排

查走访，30 分钟后， 民警成功排找到陈

女士的位置，这时一心想洗脱“罪名”的

陈女士正准备给对方转账时， 看到找上

门来的警察，还以为是来抓自己的，根本

不相信自己被骗， 待卢明警官一一揭开

骗子的骗术，她才如梦方醒，激动地哭了

起来，“我差点就要把存款和借来的钱汇

过去了，280 万啊！ ”最终陈女士分毫未

损。

前段时间， 为感谢民警及时拦截巨

额损失，陈女士向警方送上锦旗。 当日，

卢明警官趁机对事主陈女士详细宣讲了

其他几种常见诈骗的骗术手法、 防范要

点，并希望她结合自身经历，多向身边人

宣讲防骗知识，做一名“反诈使者”。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梁晓茵 吴桂海

提前还钱被骗4.8万

男子误入“客服”陷阱

前段时间， 顺德区陈村镇市

民刘先生为了提前还车贷， 网上

搜到了“假客服”， 最终将 48000

多元打给了骗子。

据了解顺德市民刘先生早前

由于工作生活需要， 在顺德陈村

镇潭洲某汽贸公司购车， 当时因

为资金不够， 便通过某租赁公司

贷款， 之后每月按时还款。

到今年 9 月， 刘先生资金周

转过来， 手头上有了余钱， 就想

将这笔贷款提前还掉。 9 月 19

日， 刘先生致电汽贸公司咨询，

对方工作人员称不熟悉相关业务

让他自行找租赁公司处理。 刘先

生查找相关文件， 没发现租赁公

司相关联系电话， 于是上网搜

索， 最终找到了一个网页， 并通

过网页上的客服电话打了过去，

告知对方自己资料信息及一次性

还车贷的想法。

这位“客服” 在计算后称，

刘先生需要一次性还 48200.92

元， 并让他添加自己的微信， 之

后对方先后发来一个银行账号和

二维码让刘先生转账， 均没操作

成功。 此时对方便一步步教刘先

生使用微信网银， 并“成功” 向

其账号转去 48200.92 元。

转账后， 对方称下午便通过

快递把还款的相关文件给刘先

生。 这时刘先生突然想到， 自己

转入的是一个私人账号， 感觉很

不对劲， 咨询银行后发现上当，

迅速报警求助。 目前， 陈村派出

所已介入调查此案。

民警表示， 这种骗局主要手

法是， 骗子会提前在网上发布虚

假客服信息， 一旦有受害人通

过网络搜索客服， 便会撞到他

们手上， 由于不少搜索求助的

人对网络平台操作不熟悉， 容

易对网上搜到的客服毫无戒心

的信任。 之后， 假客服会以种

种看似正当的理由要求受害人转

账。

民警提醒， 网络平台或者官

网都会有有官方客服的联系方

式， 只要仔细在平台中寻找， 一

般都能找到。 同时， 对于客服要

求你讲钱转入个人银行账号， 或

者扫描二维码付款， 那么基本可

以判定是骗局， 必须立即停止操

作。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吴学帮 陈秋沌

5G+工业制造、5G+社会管理、5G+

智慧民生……这些前沿的 5G 技术应

用，将在今年 10 月 16 日举行第五届中

国

（广东）

国际“互联网+”博览会亮相，

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作为产业转型升

级的助燃剂，5G 技术备受以制造业为

本的佛山青睐。

随着 5G 浪潮将至， 日前佛山发布

的 5G 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指出，到

2022 年底， 佛山要建成 5G 基站 13400

个，5G 用户数达 400 万户，实现全市中

心城区和重点镇街的 5G 网络全覆盖。

从政府到企业， 佛山都在快速进入 5G

赛道，当中自然少不了顺德的身影。 在

建设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的棋盘上，

顺德落子布局 5G 技术， 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做“活眼”。

培育成长土壤，顺德打造5G产

业集聚区

5G 技术落户顺德， 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与规划。 为打造一片适合 5G 技术

扎根的乐土，抢占新时代发展风口。 自

今年 7 月初龙江镇率先引进 5G 技术以

来，顺德各镇街频频落子，加快 5G 落户

布局。 以北

滘

为例，作为顺德区首屈一

指的强镇，北

滘

人正重拾改革开放初期

敢打敢拼的精神， 风风火火地拉开 5G

建设帷幕。 7 月 17 日，北

滘

镇镇长王崇

曦代表北

滘

镇政府与佛山移动公司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首批 5G 站点将重

点对位于北

滘

镇内的潭洲会展中心、美

的创新中心、库卡机器人、碧桂园总部

及博智林机器人等 5 大区域进行布局。

据了解，今年内北

滘

规划建设 60 个 5G

基点，2 年内建成 168 个，实现北

滘

镇街

5G 网络全覆盖，预计到明年年中，北

滘

居民即可享受 5G 新技术带来的快速和

优质服务。

而在区一级层面的建设，顺德则与

华为、博智林携手合作，把顺德打造为

世界级 5G 产业集聚区和 5G 融合应用

区。 作为本土企业碧桂园布局机器人产

业打造的全资子公司，博智林代表了顺

德机器人产业在智慧建造和机器人方

面的最高水平， 而华为则是在 5G 技术

上的“领跑者”，此番联手，无疑会给顺

德产业变革带来新的发展爆点。“希望

依托华为在通信领域的先进技术，结合

博智林在机器人谷智慧园区、 产业云、

智慧建造施工、机器人研发生产应用方

面的经验和需求， 为 5G 技术的研发应

用提供更多的场景。 ”碧桂园集团董事

会主席杨国强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学习先进技术，企业成5G技术

落户关键

一眼死，二眼活。 归根结底，5G 技

术在商用方面的应用，是顺德建设高质

量发展试验区棋局的重中之重，因此除

了政府要努力，本土企业“拥抱”5G 的

程度，也决定了布局的棋眼能否成活。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龙江镇的联

塑集团已成为家居建材行业的龙头企

业，如今在国内外有 23 个生产基地。 面

对 5G 技术， 联塑集团执行董事罗建峰

向记者坦言，他们也一直在探讨，这会

对企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为讲解 5G+智能制造模式的作用，

罗建峰举了两个例子，“联塑有 4000 多

台设备，现在的监控都是通过网线或者

其他无线设备进行图像和信息的传输，

运用了 5G 技术之后， 我们就能够对生

产的效率和效益、耗电、安全性等方面

进行实时监控。 ”另一方面，联塑集团总

部每天都有几百辆的汽车进出，对这些

汽车进行实时监控是比较难的，但借助

5G 技术，能对汽车的实时位置、货物进

出情况等进行实时监控。“这些对推动

企业智能制造、智能生产，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方面大有裨益。 ”罗

建峰说。

既要深入探讨， 也要避免闭门造

车。 近日，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

郭文海再次带队，与顺德百家重点企业

主要负责人到华为参观学习，了解当前

5G 最前端的技术。 郭文海表示，“华为

优秀的企业文化、 锲而不舍的创新精

神、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都值得企业学

习，希望企业将学习转化为发展动力。 ”

他认为，顺德要率先布局 5G，企业首先

要拥抱、应用 5G 技术，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何宇扬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做“活眼”

顺德落子布局5G技术

顺德百强企业负责人前往华为参观学习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