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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关悦）

昨日凌晨， 广州海关联合广东省

海警总队及多地海关，在福建、广东多地

开展代号为“奋进01”的专项查缉行动，

一举打掉5个活跃于珠三角水域的成品

油走私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6名，初步

查证涉嫌走私成品油约20万吨， 货值约

人民币7亿元。

据初步查明，2016年以来，一个以蔡

某为首的走私成品油团伙组织策划，与

台湾供油团伙及广东多个走私团伙勾

结，采用绕越设关地的方式，将在台湾地

区和新加坡订购的大量成品油， 通过万

吨级母船

（绰号“大象”）

从台湾高雄运至

广 东 珠 江

口 以 南 公

海水域，由

千 吨 级 渔

船 改 装 成

的油轮

（绰

号 “中巴 ”）

接驳，偷运至珠海、中山、东

莞、 汕头等珠三角及粤东地区储存、销

售。 据缉私办案人员介绍，该走私团伙组

织严密，反侦查意识极强，为逃避查缉，

将母船停泊在公海上， 走私成品油经两

次过驳上岸。 查缉行动中，海关缉私部门

与广东省海警总队在公海、 珠江口内河

水域及陆上紧密联动，共出动127个行动

小组，，实现了对走私犯罪活动的全链条

打击。

记者了解到， 走私成品油进境销售

牟利，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同时，走私成品油来历不明，规格型号不

清，偷运过程中几经转手，油品质量很难

保证， 消费者购买使用后易对车辆造成

损害，存在安全隐患。

据悉，该案也是2019年新年伊始，海

关缉私部门与海警部门联合破获的首宗

成品油走私大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肖伟）

明日是全国第33个“110宣

传日”。记者从广铁警方获悉，自广铁

警方微信报警平台2018年1月1日运

行以来，共接有效报警180起，帮旅客

找回物品100余件，价值近20万元。

近年，广铁警方积极探索“互联

网+110报警”模式。目前,广铁警方值

乘的列车全部张贴了报警二维码，均

在列车餐车、乘务间等显眼位置。 旅

客在车上如遇到财物被盗、 抢劫、诈

骗、人身伤害、拐卖妇女儿童、非法携

带违禁品、旅客打架等，电话报警不

便的，可直接扫码报警。据悉，自广铁

警方微信报警平台2018年1月1日上

线运行以来，共接有效报警180起，其

中列车警情168起、车站警情12起，帮

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100余件， 价值

近20万元。

去年4月23日， 旅客邵某通过微

信报警平台报称：其从长沙南站乘坐

G1743次列车前往广州，黑色单肩电

脑包忘了带下车，几分钟后返回车内

寻找，被列车工作人员告知电脑包已

被他人以所有者的身份冒领，包内物

品价值数万元。广铁警方指挥中心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调派警力

开展调查，迅速锁定嫌疑人，并将其

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在强大的政策压

力下，嫌疑人彭某向铁路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该起诈骗案件成功告破。

广铁警方提示， 春运即将来临，

为严厉打击倒卖车票违法犯罪活动，

微信报警平台已开通了高价票举报

功能。微信报警平台终端将警情推送

至相关管辖单位进行处置，相关列车

乘警将在第一时间内接收到信息推

送，并及时为旅客解决问题。

“净网安网2018”侦破网络犯罪案件5000余起，缴获公民个人信息7.3亿条

恶意注册乘客账号诈骗团伙落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卢云龙 通

讯员 张林 曾怿臻 黄珏）

昨日， 记者从广

东省公安厅获悉，在“净网安网2018”专项

行动中， 侦破网络犯罪案件5000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2.1万余名，缴获公民个人信

息7.3亿余条， 使广大网民上网更方便、更

快捷、更安全。

2018年，广东警方围绕斩断“信息支

撑、技术支撑、工具支撑、平台支撑”犯罪

链条，重点打击整治为网络诈骗、网络色

情、网络赌博等犯罪提供输血供电的网络

黑灰产业犯罪为主线，先后发起大规模集

群战役21次， 打掉隐藏幕后提供网站搭

建、后台维护、数据建模等技术支撑的犯

罪团伙32个，打掉提供网络黑卡、木马病

毒等工具支撑团伙8个，摧毁赌博平台、资

金支付平台等违法犯罪平台17个。

典型案例

98人团伙恶意注册

滴滴乘客账号诈骗

2017年9月， 广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接到滴滴出行公司广东分公司报案，该公

司被人恶意批量注册“滴滴出行”乘客账

号，服务结束后不支付车费。

广州网警支队联合刑警支队以及黄

埔、越秀、荔湾、天河、白云、花都区分局开

展案件侦查，发现一个恶意注册滴滴乘客

账号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成员分布在广

东、四川、湖北、浙江及北京等地。 2018年1

月3日， 广州警方组织开展第一波收网行

动，共抓获涉案嫌疑人43人，其中刑事拘

留35人。 此后，在滴滴公司配合下，广州市

局网警支队继续开展扩线侦查。 该团伙唐

某滨等人主要利用非法软件平台，获取手

机注册验证码注册滴滴乘客帐号。 下家

“代叫车中介”从“料商”萧某团伙购买公

民个人信息等完成账号绑定， 然后卖给

“客户中介”。 中介则招揽客户进行约车，

客户每单支付费用为原车费的30%至35%。

9月11日，广州警方组织收网行动，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55人，刑事拘留43人。

空壳公司网络涉赌 3个月涉及资金34亿

2018年7月， 深圳罗湖警方接到

群众报案称， 在安装使用一款名为

“左右棋牌”的游戏软件时，发现个别

游戏涉嫌赌博行为， 且参与人数众

多，数额巨大。 深圳网警支队立即组

成联合专案组开展侦查，发现友汇创

联

（深圳 ）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重大

嫌疑，该公司提供服务的多款棋牌类

游戏APP均被投诉涉嫌网络赌博。

原来，该文化传播公司经营者刘

某、唐某文等人，以合法公司名义，为

网络黑灰产业犯罪提供“第四方聚合

支付平台”服务。 该公司名义上是为

游戏软件提供服务的正规公司，实质

则是依托空壳公司申请支付宝第三

方支付平台通道， 替棋牌等网络赌

博性质的非法产业收取客户资金，

从中赚取手续费的“第四方聚合支

付平台”。 公司利用购买的 41 个空

壳公司申请开通了 410 个支付宝账

户， 以及员工个人账户 17 个， 为从

事赌博等犯罪活动的 APP 提供资金

收付网络平台和通道， 按 5%到 7%的

比例收取手续费。 仅仅三个月， 公

司的非法金额流入额度达 34 亿元人

民币。

8月7日，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

抓捕行动，在深圳南山区某科创中心

先后抓获刘某、唐某文、张某等36名

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29人。

利用网贷平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2018年8月， 茂名市局网警支队

接到省厅网警总队线索通报，一网民

陈某敏以为网络贷款公司拉客户为

由，向张某购买大量公民信息。 茂名

网警支队调查发现一个涉嫌利用网

贷平台侵犯公民信息的特大犯罪团

伙。 该团伙以张某为首，先后注册了

湖北鸿鼎金融、 亿鑫金融等公司，雇

佣了大量电话销售员，搭建了“帮你

贷”“帮你通过” 等网络贷款超市平

台，对外宣称从事“帮助网络贷款公

司推广吸引客户”业务。 实际上，当有

客户在网络贷款超市中的任何一间

网贷公司进行有效注册时，其后台就

能获得注册用户的姓名和电话信息。

据统计，该团伙共掌握了与其合

作的155家网贷公司的管理后台，并

不断从这些网贷平台的后台窃取用

户个人信息，然后通过互联网以每条

信息1至8元不等的价格大肆贩卖牟

利，每天贩卖的信息达数万条，买家

包括大量的网贷公司、网络诈骗团伙

等。

专案组民警继续完善固定证据，

继而排查发现4个犯罪窝点。 10月31

日，在省厅网警总队指挥下，茂名警

方发起跨省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

人136人，扣押手机200多台、电脑130

多台，缴获公民个人信息1000多万条，

以及大量网贷公司用户数据。

涉案7亿！ 广州海关联合海警破获成品油走私大案 微信报警平台为旅客挽回近20万财物损失

已运行一年，目前开通“高价票举报”功能

警方捣毁一个为网络黑灰产业犯罪提供资金通道的第四方支付平台。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