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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万差点没了！ 好在民警及时赶到

天河警方拦截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守护街坊“钱袋子”安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娄敏 张毅涛）

女子在家中与骗子通话，

民警隔着门大喊：“我是派出所的！ 我是

公安局的！ 你开开门！ 千万不要转账

……”近日 ，广州天河警方成功拦截一

起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为事主挽回经

济损失 780 万元。

街坊遭遇诈骗 民警在门口苦劝

11 月 9 日，天河反诈中心接到广州

市反诈中心下发的劝阻预警指令：石牌

辖内文阿姨（

化名

）存在被诈骗风险。 当

天下午，在接到相关指令后，石牌派出

所民警李凡火速驾车赶往文阿姨所在

的龙口东路某小区。

李凡抵达文阿姨家门口后，无论怎

么敲门，房内一直无人回应。 他没有放

弃，拿出警棍透过防盗门继续大力敲门

。 在听到房内有动静后，他大声表明身

份。 直到李凡报出其儿子的身份和电话

后，文阿姨才选择开门。

这时，李凡迅速表明身份，并要求

文阿姨立即停止通话，但文阿姨坚称没

有被骗。 经过民警耐心劝说后，文阿姨

终于告诉警方，电话那头自称外地警方

人员，他们怀疑她涉案要求其转账。 文

阿姨已经将自己的三家银行卡账号、密

码均提供给对方， 卡内金额合计高达

780 万元。

听到如此巨大数额，李凡立即打电

话给当天值班领导、石牌派出所副所长

张光权。 张光权在第一时间联系刑警五

中队，启动快速拦截机制。 一场与犯罪

分子比时间的战争就此展开。

分秒必争 为事主挽回损失

由于警情重大，石牌派出所收到情

况后，马上向天河反诈中心报告，两部

门联合迅速展开拦截工作。 张光权马上

安排刑侦民警迅速办理支付手续；石牌

派出所所长张书喜现场指导文阿姨抓

紧冻结相关账户。 另一边，石牌派出所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也在协调相关部门

同步冻结账户，并安排民警到派出所现

场跟进协助。

就在文阿姨向银行办理冻结时，诈

骗分子仍不断联系文阿姨，并冒充事主

亲戚向理财公司询问情况。 张书喜在现

场通过电话指导银行理财经理如何应

对。 在市反诈中心、天河反诈中心、石牌

派出所及银行工作人员快速反应、通力

合作下， 事主银行账户全部止付成功，

挽回经济损失 780 万元。

“真的非常感谢， 卡内是我全部积

蓄，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后果没法想

象。 ”11 月 10 日下午，文阿姨在核查完

所有银行流水后，发现所有银行卡内资

金 780 万元没有转出一分钱。 文阿姨在

儿子陪同下到石牌派出所，对警方的快

速行动表达感谢。

公检法等部门不会在电话和网络上办案， 也不存在所谓的 “安全账

户”。 一旦接到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并提及银行卡、安全账户、

转账等字眼的，肯定是诈骗，要立即挂断。

96110

为全国统一反诈骗预警专

号，市民群众如接到

96110

来电，请及时接听，耐心听取劝阻人员的劝阻，

避免上当受骗。请及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来电预警”，

守护好自己“钱袋子”的安全。

警方提醒

自称“公检法”办案，要求转账是诈骗

中山三院又新增一重点实验室

研究内容涵盖自小儿至老年的神经系统疾病诊治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周晋安 甄晓洲）

11 月 9 日上午， 广州

市脑神经重大疾病研究与创新技术转

化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脑病实验室正式挂牌。

在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中山大学

等部门的支持下，2021 年 4 月，中山三

院正式获批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市校

（

院

）联合资助（

登峰医院

）市重点实验

室建设项目———广州市脑神经重大疾

病研究与创新技术转化重点实验室，

并成立中山三院脑病实验室。

据介绍， 中山三院目前是华南地

区脑病学科设置最齐全的医疗机构之

一。 2018 年，中山三院成立“精神与神

经疾病研究中心”（

简称“脑病中心”

），

力求建设成为致力于脑重大疾病研究

的国家级区域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脑科学转化医学大平台。

目前， 中山三院获批成为“国家

神经区域医疗中心” （

中南

） 牵头建

设单位、 广州市脑计划“脑疾病与康

复研究” 专题首席依托单位， 并在脑

重大疾病的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相应成

绩。 脑病实验室将作为脑病中心的重

要支撑平台， 以脑重大疾病的“病理

生理机制的基础实验研究” 与“创新

诊疗技术的临床转化” 为中心， 研究

内容涵盖自小儿至老年的神经系统疾

病诊治， 并同时兼顾患者的神经康复

研究。

工作人员表示， 该实验室建设按

照“三步走”计划：一期构建在黄村奥

体实验中心， 二期构建在萝岗医学实

验中心，三期天河本部实验医学中心。

目前， 脑病实验室黄村奥体实验

中心已建成，并引入膜片钳、单细胞测

序仪、流式细胞仪、共聚焦显微镜等多

种先进科研设备， 可充分满足脑病诊

疗研究的需求。

广州地铁“救命神器”实现全覆盖

配备全自动 AED设备，根据语音提示即可进行操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庄伟忠 梁升军 冯贵林 ）

11 月 15

日，广州地铁收到共计 194 台 AED（

自

动体外除颤器

） 设备捐赠， 将于当日

14:00 正式投入使用。 加上此前已配备

的 119 台 AED 设备，广州地铁已实现

线网各站点 AED 设备全覆盖。

记者在现场看到，AED 设备设置

在站点的车站控制室旁， 还有三角定

位标识牌进行位置提示，十分醒目。 工

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 AED 设备的使

用方式， 当工作人员将设备从固定点

位取出时， 设备自带的报警装置会响

起，以此提示身边的乘客注意避让，同

时， 该设备会自动发送信息至该站点

的站长处， 以提醒工作人员紧急情况

的发生。 广州地铁运营事业总部新造

中心站站长索晓敏介绍道：“这个设备

不仅工作人员可以使用， 市民也可以

使用， 这次配备的是全自动 AED 设

备， 只要根据语音提示进行操作就可

以。 ”

据广州地铁工作人员介绍，AED

设备目前已做到至少每个站点配备一

台， 在广佛线部分站点以及客流量较

大的换乘站点能够配备两台。 为方便

乘客了解 AED 的配置情况，广州地铁

已更新官方 App 上 AED 车站的服务

设施信息和相应位置， 并将相关告示

在车站区域和地铁电视上发布。 此外，

为进一步加强地铁车站 AED 指引工

作， 广州地铁将在车站逐步完善 AED

三角定位标识牌设置工作， 地铁线网

车站 AED 设备设置情况也将逐步纳

入当今主流导航地图软件， 方便有需

要乘客查询定位。

据悉，为提升地铁公共急救能力，

保障本次 AED 设备顺利投入使用，由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等共同参与的“蓝态 AED 急

救行动”项目组的志愿者们，对地铁一

线人员开展了 60 批次、约 3000 多人的

人工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的技能强

化公益培训， 进一步提高了地铁车站

工作人员的急救水平。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在地铁站点内显眼处，设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

中 山

三 院 脑 病

实验室内，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进 行

实验。

荨

派出所民警在街

坊门口劝说。

▲

反诈中心、 派出

所民警等合作为街坊挽

回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