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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类诈骗手段纷繁复杂，
让人防不胜防，而大学生群体大多涉
世未深，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防范
意识较差，成为部分不法分子“主攻”
的对象。《三江学院报》记者团梳理有
关案例，为大学生们防范“支招”。

冒充“系主任”找学生“借钱”
警方提醒：一定要看紧自己钱包

网上找兼职被骗“介绍费”
警方提醒：要查清兼职公司详情

【案例一】今年 7月 8日晚 9点
多，铁心桥派出所接到大学生小廖的
报警，称自己出来做家教在郊外迷路
了，求助警方帮忙。据小廖描述，他的
附近有两个建筑工地，民警对该区域
进行大面积的搜寻，半个多小时后，
民警找到了小廖。

小廖告诉民警，当天晚上他得到
了家教中介的消息，当晚有家教安
排，他本要去学生的家里做英语辅
导，下了公交之后，才发现附近特别
荒凉，自己独自一人靠着导航走了很
长时间也没找到中介所说的居民楼，
天色渐黑，他在工地旁迷路了。

民警了解到，小廖是在一个家教
中介QQ群中获得的兼职信息，他看
到中介“青青”在群里发布消息，“初
一英语家教，一周三次，120 元/小
时。”小廖说，自己以前也做过英语补

习，有经验，于是通过QQ 和这名中
介联系，“青青”提出需要给她300元
的介绍费来获得上门试讲的机会。考
虑到很多介绍人都要好处费，小廖没
有多想就给“青青”转了300元的QQ
红包。

随后“青青”给了小廖家教的地
址让其在7月8日晚上到这家试讲一
次，小廖到了地方之后才发现，中介
给的地址根本是不存在的，再回头找
QQ里面的“青青”，发现对方已经将
自己拉黑。

警方提醒：大学生们遇事要冷
静，接受网络兼职时，一定要通过官
方网站核实公司或网站详情，切勿因
小利盲目轻信，造成个人财产损失，
更不能贪图利益从事不合法的所谓

“工作”。
【案例二】今年2月22日，南京一

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小吴接到一个
自称是“系主任”的电话，“他让我明
天上午9点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因为
小吴平时和系主任接触很少，辗转打
听了一下才知道办公室在哪里。第二
天，8点50左右小吴还没来得及去办
公室，便再次接到了“系主任”的电话，

“他说临时有个紧急会议，要去江宁，
钱包忘记带了，让我先打2000元给
他，回来还我，并给了我一个卡号。”

因为是“系主任”借钱，小吴并未
多想，随即打了2000元过去，可是

“系主任”的第三通电话让小吴起了
疑心，“他说钱不够，让我再给他打
3000元。我没有这么多钱，而且觉得
事情很蹊跷。”当小吴把这件事跟同
学沟通之后才得知系主任根本就不
在南京，去外地考察学习了。小吴得
知被骗，立即向鼓楼派出所报警求
助。

警方提醒：无论是什么人要求汇
款，一定要先核实他的身份，不要无
条件相信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即使
有一面之缘，涉及到钱财等，也要看
紧自己的钱包，多一点防范之心。因
为自己的一个疏忽，就可能让骗子得
逞。

（孙培华）

【案例集锦】
伎俩1: 热情帮忙拎走行李
骗术特点：骗子冒充新生接待

员，“热情”地帮忙看管行李，再“调虎
离山”，借机拎走行李一去不回。

防范措施：陌生人对你过分热情
时应警惕，物品不要轻易离身，以免
上当受骗。

伎俩2:假装可怜骗走钱财
骗术特点：骗子假装路人，说自

己的钱包被偷了，借同学的银行卡让
家里汇钱，结果把学生卡里的钱转走。

防范措施：提高安全意识，不轻
易让外人使用自己的银行卡、身份

证。
伎俩3: 替交学费骗取钱财
骗术特点：骗子以学生或家长身

份混上车后，再以学校迎新人员的身
份与学生、家长搭讪。取得信任后，以
代交学费并前往银行取钱等为由趁
机诈骗。

防范措施：不要将钱物等交给陌
生人，报名交费务必亲自办理或由家
长办理。

伎俩4:冒充老乡盗走财物
骗术特点：骗子装扮成老乡与新

生套近乎，骗取信任后盗取学生的财
物。

防范措施：对于陌生人要想办法
确认其身份，另外，宿舍柜子一定要
记得及时上锁。

伎俩5:冒充师长收取费用
骗术特点：假冒老师或学生干

部，进入寝室向新生收取各种费用。
防范措施：开学后要尽快熟悉自

己的辅导员及学生干部，有什么涉及
金钱的事情都要及时向他们求证。

伎俩6:寝室推销假冒伪劣
骗术特点：上寝室推销与新生学

习生活相关的物品，如廉价的文具、
手机等，多为假冒伪劣产品。

防范措施：不要轻信推销者的花
言巧语，买东西最好到正规超市购买。

伎俩7:警惕商家消费陷阱
骗术特点：新生是校园周边商家

的消费主力，但经常出现各种诱导新
生的消费陷阱。

防范措施：不贪图小利，保持消
费的自制力和明辨是非能力。

伎俩8: 编造谎言诈骗家长
骗术特点：骗子用骚扰电话等手

段使新生关机，冒充学校老师或同学
给家长打电话，谎称孩子出事急需用
钱以骗取钱财。

防范措施：提醒家长，接到此类
电话，应先与孩子本人或辅导员及相
关部门联系，核实真假。

伎俩9: 低价旅游骗报名费
骗术特点：骗子身穿旅行社工作

服、手持假工作证和景点资料推销让
人心动的低价旅游，并以提成为饵，
让受骗者骗来更多受骗者，骗子收取
报名费后即失踪。

防范措施：要旅游可去正规旅行
社，不要为不明来路的旅游传单做宣
传。

还是那些老套路 大学生为何还上当？
南京警方为大学生支招防诈骗

本报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
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恩智浦
（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协办、三江学院
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
杯”智能汽车竞赛（华东赛区）7月
12-15日在三江学院体育馆隆重举
行。

7月14日，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
“恩智浦杯”智能汽车竞赛（华东赛
区）开幕式在三江学院体育馆隆重举
行。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赛事组委
会主任、仲裁委员会主席吴晓蓓，江
苏省教育厅高教处蔡华调研员，三江
学院党委书记丛懋林，三江学院校长
笪佐领，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赛事组委会
副主任、仲裁委员会成员吴刚，三江
学院常务副校长吴中江，赛事组委会
委员、技术委员会主席卓晴教授，赛
事组委会委员、仲裁委员会成员彭世
能先生等出席开幕式。清华大学、恩
智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三江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开幕
式。开幕式由三江学院常务副校长吴
中江主持。

三江学院校长笪佐领致欢迎辞，
他向各位领导、专家和来自华东地区
65所兄弟院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
热烈欢迎，希望各参赛选手能够在公
平竞争的环境中展现创新技能，取得
优异成绩。笪佐领校长介绍了三江学

院的发展历程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
取得的成就，2007年成为全国首家通
过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民办高
校，2011年成为江苏省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实验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项
目的试点高校，2017年成为江苏省硕
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笪佐领校
长重点介绍了三江学院高度重视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
生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搭建广阔平
台，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型人才。他期
望以本届比赛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科
技创新竞赛平台，推进“竞产学研”合
作的深入发展，大力弘扬创新文化，
培养创新人才，在构建产教深度融合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实现校企合
作、多元协同创新创业型人才等方面
取得显著的成效。

赛事组委会主任、仲裁委员会主
席吴晓蓓教授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
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介绍
了智能车竞赛创办以来的基本情况，
并对三江学院精心细致的筹备工作
表示了感谢。赛事组委会委员、技术
委员会主席卓晴教授宣读比赛规则
和奖项设置。

三江学院党委书记丛懋林宣布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
能汽车竞赛（华东赛区）开幕。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预赛和决
赛，7月15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大
学生“恩智浦杯”智能汽车竞赛（华
东赛区）三江学院体育馆圆满闭幕。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赛事组委
会主任、仲裁委员会主席吴晓蓓，教

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赛事组委会副主任、仲
裁委员会成员吴刚，三江学院常务副
校长吴中江，赛事组委会委员、技术
委员会主席卓晴，恩智浦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资深技术经理尤大为等出
席闭幕式，三江学院相关职能部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参
加闭幕式。闭幕式由三江学院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院长朱明程主持。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赛，共决
出59个华东赛区一等奖，部分优秀队
伍将代表华东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赛事组委会副主任、
仲裁委员会成员吴刚，赛事组委会委
员、技术委员会主席卓晴代表组委会
宣读了获得获奖队伍名单，参加闭幕
式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得一等奖的选
手颁发了获奖证书。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赛事组委会副主
任、仲裁委员会成员吴刚首先对所有
获奖的参赛队伍表示祝贺，他希望各
参赛队伍继续保持优良作风，不断
改进和完善车模，提升车模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在全国总决赛中取得
更好的成绩。他感谢三江学院各级
领导及师生员工对本次大赛的重视
和支持，感谢辛苦付出的各位评委、
指导教师和志愿者。

三江学院常务副校长吴中江致
闭幕词，向为大赛付出辛勤劳动、做

出重要贡献的各位评委、工作人员
和全体志愿者表示慰问，向为大赛
顺利举办给予大力支持的教育部高
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和恩智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表
示感谢。三江学院对承办此次比赛
高度重视，集全校之力精心筹备，力
争办成高规格、有特色的高水平赛
事。他希望全体参赛同学在今后的
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继续发扬本届
比赛中展示出来的积极探索、追求
卓越的精神，在人生跑道上纵横驰
骋、奔向成功，同时希望各高校进一
步加强沟通与交流，提升华东赛区
各参赛高校智能汽车竞赛的整体水
平。

据悉，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创办至今，已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
治区近500多所高校普及，成为一
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广泛参与
性的大型赛事。过去十一届赛事的
辉煌成绩，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知
识运用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激发了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与探索的兴趣和潜能，取得了良好
的人才效益和社会效益。2008 年
起，该竞赛被教育部批准列入国家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资助项目
中科技人文竞赛之一，是教育部倡
导的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A类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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