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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广州警方开展打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攻坚战行动

今年以来刑拘逾600名诈骗嫌疑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今年

龙舟季，“龙舟之乡” 千年古村车陂再

度推出“新玩法”。 前日下午，天河区车

陂街召开了车陂艺术团第一次见面会

暨龙舟戏剧嘉年华发布会。 届时，市民

不仅可以在车陂涌畔欣赏龙舟博浪激

桨，还能在岸边欣赏龙舟戏剧作品，重

现旧时车陂童谣描述的“又有龙船又

有戏”场景。

今年端午节， 车陂将继续举办国

际龙舟文化节，除有龙舟竞渡、龙舟招

景等传统节庆活动外， 还将重点推出

新模块———国际龙舟艺术节， 设立特

邀龙舟剧目和龙舟戏剧嘉年华两大板

块， 在车陂七大宗祠和公共空间展示

宗祠剧和以龙舟为主题的文艺作品，

现向社会征集龙舟戏剧作品。 据悉，去

年端午节后， 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与

广州大剧院联手， 特邀各大高校进驻

车陂，采风调研，创作一系列以龙舟为

主题，以宗祠为表演环境的“宗祠剧”

的综合性戏剧作品，一部名为《一水同

舟》的龙舟舞台戏剧作品已悄悄成型，

目前正在剧本修改阶段。

龙舟戏剧嘉年华则面向全社会招

募表演团队，征集以龙舟为主题的，能

够在公共空间进行互动表演的综合性

艺术作品， 作品形式包含但不限于戏

剧、音乐、舞蹈、戏曲等。

同时， 发布会还举办了车陂艺术

团第一次见面大会， 公布了艺术团成

立目标、 规章制度、 课程时间以及团

长、团员名单。 目前已有 43 名居民通

过面试，成为第一期艺术团成员。 他们

年龄最小的 7 岁，最大的 69 岁，以车

陂本土居民为主。

发布会结束后， 车陂艺术团开展

了首节戏剧培训课， 由广州大剧院 D

艺空间孵化团队即兴爆肚团团长张嘉

华授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昨日，全市各祭扫场所共接待

祭扫市民群众 69.18 万人次，车辆 9.88

万台次。 广州市民政局表示，广大市民

群众积极响应错峰祭扫和文明祭扫的

倡议， 自觉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祭

扫场所，交通较为顺畅，拜祭场所井然

有序，绿色拜祭、错峰拜祭成效明显。

预计 4 月 20、21 日前往各祭扫场所的

市民仍会比较多， 市清明工作指挥部

再次呼吁市民错峰出行，绿色祭扫。

昨日天气较周六好转， 全市的祭

扫场所共接待祭扫市民群众 69.18 万

人次， 比 4 月 13 日增加了 20 多万人

次。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响应错峰祭扫和文

明祭扫的倡议， 自觉选择公共交通工

具前往祭扫场所，交通较为顺畅，错峰

拜祭成效明显。 预计 4 月 20、21 日前

往各祭扫场所的市民群众仍会比较

多， 市清明工作指挥部再次呼吁市民

错峰出行， 绿色祭扫。 为倡导错峰祭

拜，银河地区（

市银河公墓、市火葬场

）

在未来几天， 只要错开 20、21 日进行

拜祭的， 将为前来祭扫的群众提供免

费鲜花和饮用水。

清明时节， 不少市民希望了解革

命公墓骨灰寄存的条件？ 对此，记者了

解到， 按照广州市民政局有关文件规

定， 广州市革命公墓是安放烈士和因

公牺牲、病故的军人、公务员、国有企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

骨灰的墓园。 按照规定，骨灰安放的墓

穴（

格位

），不得炒卖、转让或者作其他

用途。

在室内存放骨灰的， 烈士骨灰可

以长期存放并免收寄存费； 其他人员

骨灰存放使用年限原则上以 20 年为

一个周期，由逝者亲属缴交寄存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

讯员 刘国强 张毅涛 ）

网络购物要

小心，投资理财也要小心！ 广州市公

安局新闻办公室昨日通报： 广州警

方从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 组织

开展全市公安机关打防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攻坚战行动。 据介绍，攻坚行

动以来， 全市共侦破电信诈骗案件

800多宗，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600多名， 逮捕犯罪嫌疑人超过300

名。

据了解， 全市打防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攻坚战行动部署以来， 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联合网警支队和各区

公安分局等， 全链条打击冒充公检

法、冒充领导或熟人、网络交友、网

络刷单、网络购物、网络贷款、冒充

客服以及涉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等

8类突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先后组

织开展2次具有广东省公安厅飓风

专案代号的收网行动。

3月20日， 广州警方分别在广

州、深圳、佛山、厦门等地对8个犯罪

窝点开展“飓风8号”统一收网抓捕

行动，打掉多个涉嫌利用网贷APP非

法获取公民信息实施诈骗的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94名，缴获电脑、银

行卡、手机等涉案物品一批。

3月中旬， 刑警支队联合越秀、

天河区公安分局组织30多个抓捕

组， 在全国各地对公安部督办的涉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案———省

公安厅“飓风9号”专案开展收网行

动，抓获65名犯罪嫌疑人，打掉2个

涉嫌编造多个民族资产解冻类项目

实施诈骗的团伙。 海珠区公安分局

专业队侦破沙园辖内冒充公检法诈

骗400万元案，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银行卡30多张、 现金人民币80

万元。 南沙区公安分局打掉冒充贷

款、游戏交易平台等3个电信诈骗团

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初步查

证涉及全国各地同类案件80余宗。

案例1��冒充客服退款，事主被骗50多万元

2019 年 1 月 7 日 14 时， 市民李小

姐在越秀区王圣堂大街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淘宝工作人员，问李小姐是

不是在网上买了一双鞋子，到现在还没

有收到货。 李小姐说是，对方说现在要

退钱给李小姐，叫李小姐到支付宝的网

商银行上进行操作，并说网商银行里面

的钱是他批给李小姐的。 因李小姐曾在

网商银行借了 6.8 万元人民币，其中 5.5

万元人民币放到建设银行卡， 还有 1.3

万元人民币在李小姐的网商银行里面，

于是李小姐就相信了对方。 按照对方所

说，李小姐通过微信扫码分 6 笔给对方

转账，共 54900 元。

对方接着问李小姐，在支付宝网商

银行上是不是还有 1.3 万元人民币，李

小姐说是，对方就发了一个二维码给李

小姐扫码。 李小姐扫码之后填写了本人

资料，随后收到一个验证码。 李小姐输

入验证码后，就收到建设银行的消费信

息，分别是 7 笔 4880 元人民币。

见李小姐毫不起疑，对方又问李小

姐有没有农业银行卡， 李小姐说有，对

方说要通过银行卡转钱给李小姐，把流

水打出来后， 就能把所有钱退给李小

姐。 李小姐再度相信，按照对方指引，通

过 U 盾分别转了 199999 元和 19999 元

人民币给对方。 转完钱后对方说，李小

姐转的第二笔钱不够，要求再转一笔 20

万元人民币才能把所有钱退回来，于是

李小姐又转了 199999 元人民币。 转完

之后李小姐觉得不对劲了，于是到派出

所报案，李小姐共被骗 50 多万元。

案例2��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理财，事主被骗255万元

2019 年 1 月份左右，市民张小姐在

“百×网”上认识一名自称叫“王×乐”的

男子， 对方称自己和朋友合伙开公司，

还称有个平台可以赚些外快，可带张小

姐一起做。 对方向张小姐发送了二维

码，张小姐用手机微信扫描后，手机显

示直接进入一个“××理财定投通”的首

页， 点击进去之后是一个聊天窗口，上

面显示一串数字，写着长期定投“××理

财定投通”第几期开奖结果。 对方说自

己有做规划， 投了基本是不会亏本的，

让张小姐联系上面的客服。

客服让张小姐充值后，就可以在游

戏界面上点击“上下分”的按钮，将分数

上到自己的微信账户，就可以直接下注

了。 如果输了就不会返还，赢了就两倍

或者四倍返还到张小姐的余额内。 张小

姐刚开始通过微信充值过三笔，一共是

1800 元人民币，因为有“王×乐”带着，

所以都退回给张小姐了。

起初张小姐每天都能够赢钱，于是

加大了充值额，每笔均达到了 2 万元至

5 万元不等。过了一段时间，张小姐想把

本钱拿出来，对方说可以，但是却以各

种理由拖着， 不让张小姐把钱提取出

来，借口需要做流水、达到至尊 VIP、王

者 VIP、升级、解冻账户、海外账户保证

金等，不断要求张小姐充值，最后干脆

不理睬张小姐。 等张小姐醒悟过来时，

已前后共被骗 255 万元。

本周末祭扫市民仍会较多

民政部门：错峰出行 绿色祭扫

今年端午节

可到车陂赏龙舟戏剧

荩

广州警方开

展“飓风

8

号”统一

收网抓捕行动。

荨

刑警将 “飓

风

9

号” 专案中抓

获的犯罪嫌疑人押

回广州。

信息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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