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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实习生

凌雪敏 通讯员 江慧琳 张毅涛 梁荣忠

)

昨日 ,出入境智慧办证大厅启用暨“智

慧出入境”示范点揭牌仪式在广州市出

入境大厦举行，宣布出入境智慧办证大

厅正式启用。该大厅实现了出入境证件

多项业务的全流程自助办理，市民在此

可办理首次、换发出入境证件以及港澳

台电子签注等多项业务，完成业务办理

只需3~5分钟。 据悉，今年，全市将会有

3~5个智慧办证大厅陆续投入使用。

智慧屋比人工时间节省一半

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智慧办证大

厅放置了8台“出入境智慧小屋”自助申

请设备，市民在此可办理首次、换发出

入境证件以及港澳台电子签注等多项

业，使用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可完全替

代前台受理窗口工作。 据了解，这是继

2006年广州在全国建成首个24小时自

助办证区后， 在全国首次实现相片拍

摄、 申请信息提交、 指纹和电子签名

采集、 现场人像采集、 缴费和回执打

印全流程自助申请， 整合预约叫号、

信息采集、 受理、 缴费、 评价等多个

办证环节， 为申请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据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副支队长陈文洪介绍， 一台“出入境

智慧小屋” 相当于一个人工受理窗口，

但业务办理时间比人工受理窗口花费

的时间减少至少一半， 只需 3~5 分钟，

且免去了填表、 拍照打回执等繁琐程

序。 从去年投入试用以来， 智慧办证

大厅每日受理办证业务 600 余宗， 大

厅正式启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其业务办

理容量， 预计每天可受理 1000 余宗业

务。

陈文洪表示， 市民预约后前来办

理业务不一定全在智慧大厅自助办理，

若等待办理的人过多， 自动叫号系统

会把一部分人分配到人工受理窗口，

以后， 出入境办证业务将实现智慧办

理为主， 人工办理为辅的办证模式。

预计到今年年底， 全市将会有 3~5 个

智慧办证大厅陆续投入使用， 其他一

些条件成熟的出入境办证大厅， 也将

着手改造。

市民换护照全过程仅 5分钟

袁小姐近日准备去泰国游玩， 但

是护照过期了， 需要办理证件换发。

袁小姐告诉记者， 她上周便约好了办

证时间， 在预约的同时， 也把相关个

人信息在网上填好了。

昨天， 袁小姐先前往智慧大厅的

报到处进行报到取号，随后来到“智慧

小屋”中，设备读取身份证后，袁小姐按

设备的指引，采集指纹、照片，然后再确

认个人信息并签名，接着，袁小姐拿着

设备打印出来的回执前往检核处进行

最后的人工审核和缴费，便完成了所有

的业务办理程序， 前后只花了 5 分钟。

“以前在人工办理还要填表、排队，有时

还要再去别的窗口才能办完业务。现在

一眨眼的功夫就办完证了， 很快很方

便。 ”接下来，袁小姐只需等 7 个工作

日，便可拿到护照。

陈文洪提醒， 目前， 智慧大厅可

使用支付宝、 微信、 羊城通、 银行卡 4

种方式进行缴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实习

生 凌雪敏 通讯员 张伟涛 岑柏瀚 陈

玉敏）

手机突然失去信号，十几秒后恢

复正常就收到“充值100送200， 充值

200送500”的“运营商”短信。收到这样

的短信，可要小心了，这是不法分子用

伪基站群发的诈骗短信。昨日，广州海

珠警方召开通报会，海珠警方历时3个

月，辗转多地，近日打掉一个电信诈骗

团伙。

收到短信前曾出现信号中断

去年10月份， 广州市内各区陆续

有群众收到某运营商官方号码发来的

“充值特惠活动”短信息，群众点击短

信内网址后，录入了身份证号码、银行

卡卡号、密码等信息进行充值操作。随

后发现没有充值成功， 且银行卡账户

内金钱还被转走。其中，有事主的银行

账户被两次转账，损失近万元。一些事

主还向民警反映， 其手机在收到短信

前， 曾出现过短时信号中断的异常现

象。 广州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

查。去年10~11月，警方锁定了5名受雇

在广州市内架设伪基站的嫌疑人，辗

转多地， 先后把嫌疑人雷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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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获， 并缴获当场缴获伪基站设备和笔

记本电脑等作案工具。

家族诈骗团伙远程操控诈骗

经审讯，嫌疑人交代其受人雇佣，

于去年10月起， 在广州市内各区流窜

作案， 选择在人流密集的闹市区域的

宾馆开房架设伪基站设备。 雇主则远

程操作，通过伪基站群发“充值优惠”

诈骗短信， 其架设的伪基站设备由雇

主通过快递提供。经过数据研判，专案

组很快确认了雷某等5名嫌疑人共同

的上线雇主———湖南人龙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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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发现龙某平时的主要活动是

收寄快递。 其收到的快递主要为电脑

主板、CPU、天线以及放大器等电子元

器件，寄出的物品都是“电脑”。 这些

“电脑”被龙某寄往全国多个省份。 民

警判断，龙某寄出的所谓“电脑”实际

上就是其组装好的伪基站设备。

除了收寄快递， 龙某平时还与当

地人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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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及其家族成员往来密切， 频繁出

入高档娱乐场所，使用现金消费，常常

一掷千金。

专案组立即围绕王某、 刘某及其

家族成员的资金来源、 活动规律等展

开全面侦查。 最终确认刘某等人实际

为龙某的上线雇主，他们为龙某出资，

安排刘某购买电子元器件， 组装伪基

站， 并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如雷某等架

设伪基站的“跑腿”，向“跑腿”邮寄组

装好的伪基站， 而刘某等人则在湖南

远程操控， 利用架设好的伪基站群发

诈骗短信。

跨省市全链条打击捣毁团伙

今年1月9日， 海珠警方专案组在

广州、湖南、重庆多地同时行动，统一

收网， 一举抓获了刘某等23名犯罪嫌

疑人，查获涉案现金71万元，缴获伪基

站设备、手机、电脑、银行卡等涉案物

品一批， 冻结该团伙涉案账户内资金

110余万元。

经审讯， 刘某等嫌疑人交代了其

利用伪基站群发诈骗短信， 实施电信

网络诈骗的事实。骗去资金后，通过网

络平台充值等方式盗刷洗钱， 并用诈

骗所得赃款购豪宅， 买豪车， 进行挥

霍。

目前， 海珠警方已对刘某等23名

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对雷某等5名架

设伪基站的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初

步查证该诈骗团伙自2018年10月以来

在广州市内作案近百宗， 并正在对该

团伙涉及的福建、浙江、宁夏、贵州等

全国十多个省份的同类案件展开核

查。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这两天

天公作美，广州多云间晴。 预计今日广州

市云量逐渐增多，明后两天，受中等偏弱

冷空气影响，阴天间多云，偶有零星小雨，

气温下降3℃～4℃。

气象部门预测，明日白天开始中等偏

弱的冷空气前锋进入并影响粤北，傍晚前

后南下影响全省，明后两天，全省大部分

市县先后有零星小雨，日平均气温下降幅

度：粤北5℃～7℃，粤西1℃～2℃，其余市县

3℃～5℃。

广州今日多云间阴天， 有轻微灰霾，

早晚有轻雾， 气温介于14℃至23℃之间，

吹轻微的东南风；明日阴天到多云，早晚

有轻雾，局部有零星小雨，气温介于16℃

至23℃之间，吹和缓的偏北风；后天，多云

到阴天，气温介于13℃至19℃之间。

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龙

木勇）

昨日记者获悉，广州地铁三号线厦

滘

车辆段扩容改造工程27日通过质量竣

工验收。

据介绍，目前，三号线全长67.3公里，

有两座车辆段，厦

滘

车辆段及与二号线共

用嘉禾车辆段。 厦

滘

车辆段占地22.01公

顷，原库房可停车列检41列。 此次扩容改

造工程主要包括增设15个停车列位、迁改

1条镟轮线，扩建运转综合楼1421平方米，

道路改移和检修主厂房改造，大大地提高

了厦

滘

车辆段检修能力和停车能力。

广州出入境智慧办证大厅昨启用，全国首次实现全流程自助申请

自助办出入境证件三五分钟搞掂

海珠警方跨省市收网打掉一电信诈骗团伙，23人落网

嫌犯邮寄伪基站多地作案

明日有冷空气 降

3℃～4℃

三号线厦滘车辆段

扩容改造工程竣工

智慧小屋

可全流程自助申请

办理业务：

●相片拍摄

●申请信息提交

●指纹和电子签名采集

●现场人像采集

●缴费和回执打印

办理时间：

比人工受理窗口花费的时间

减少至少一半，只需 3~5 分钟

图为“出入境智慧小屋”，圆图为小屋内

部。 信息时报记者 萧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