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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强迫

交易是侵害交易相对

方的合法权益，扰乱商品交易市场

秩序的犯罪行为

,

任何以暴力、威胁

手段强买强卖商品

,

强迫提供或接

受服务等行为

,

都要受到法律的惩

处。 市民群众应该提高防范意识，

不要轻信、盲从相关销售人员的承

诺 ，填写各类协议 、合同前应仔细

阅读，慎重填写。 同时注意保护好

个人身份信息。 遇到强买强卖的违

法行为时

,

不要与对方起冲突，应及

时向警方举报或向消费维权部门

投诉。

点赞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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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送礼品拉人进店 原是高价强卖手机

增城一手机店因强迫交易9人被逮捕

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指挥中心指挥组是一个以女警组成的战斗实体

是她们在守护着群众的“生命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陈玉敏）

送你礼品让你进店，可要小心，

可能是陷阱。 去年 12 月，增城一手机店

施展“礼品”攻势拉人入店做问卷调查，

之后以没消费积分不够为由要求花钱

买走礼品，不肯就围攻。 之后逼签购机

合约，高价买手机，合约期内手机只能

在广州使用，违约交 9000 元违约金。 警

方果断出击， 将这间涉案手机店查封，

抓获包括老板在内的嫌疑人 9 名。

路人进店不买礼品竟遭围殴

去年 12 月一天下午， 增城一间手

机店门口，店员拿着毛绒公仔和蓝牙耳

机等赠品，正在招揽生意,“进来做一份

调查问卷，就有蓝牙耳机送给你！ ”。

店铺里面，店员比客人多，生意惨

淡。 这时，一名男子和朋友从门前路过，

见到有礼品送，就接过来看一看。

“开始事主是不想进去的， 后来是

被他们拉进去。 ”办案民警说，男子进去

后过了一小会儿， 他突然情绪激动，和

店员大吵起身，将手上拿着的礼品扔在

柜台上。 随即，有 10 多个店员围着他，

对他大打出手。

看到男子被打，与他同行的朋友马

上帮忙解围并报了警，一场混乱才得以

平息。 据办案民警介绍，店员说在店里

消费还没有满 1000 积分，不能送，要交

168 元，事主不肯，结果遭围攻。

施展“礼品”攻势诱人入店

办案民警侦查发现，这宗案件并没

有那么简单。 涉案手机店的经营和盈利

模式，与其他同行有较大不同。 民警调

取了案发前后半个月内，该店内外的监

控视频，对这家手机店的经营情况作进

一步查证分析。

“他们首先要物色目标， 如果经过

店面的单身女孩子，或者是社会经历看

上去很浅，刚出社会那种，或者是文化

水平不太高和打工人群，然后以送毛公

仔或者蓝牙耳机的方式诱骗客人进店

里面。 ”据办案民警介绍。

监控视频显示，涉案手机店的店员

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个个都穿着白衬

衫西裤，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为了招揽

生意， 这些店员不时会拦住路过的行

人，强行“推销”；女孩子经过，男店员就

一路纠缠，而男性路人经过，为数不多

的女店员也不甘示弱， 施展“礼品”攻

势，将事主拉入店内帮忙做所谓的问卷

调查，再以各种借口去骗，逼事主就范。

逼人花钱买礼品签购机合约

民警了解发现， 事主一旦给所谓

“礼品”吸引，进入到手机店，一连串的

陷阱就已经设下了。 店员先是有人叫事

主填写简单问卷，诱导事主先填写一份

合约机的购机合同，或以所谓消费积分

不足的借口， 逼事主花 168 元买走礼

品。 如果事主不肯，店员会群起而攻之。

办案民警说， 除了言语上恐吓之

外， 店员还会采用类似拍打事主肩膀、

掐脖子等肢体动作进行恐吓，甚至一些

店员不声不吭就将事主围住。 有些涉世

未深的事主就会被这样的阵势吓得连

连鞠躬道歉，仍无法摆脱被人鱼肉的结

果。 当事主按要求填写了合约机购机合

同，签字之后，狡猾的店员还会想方设

法，拿走事主的身份证和手机卡，等事

主报不了警，也无法走人。

办案民警说，所谓合约机购机合同

所列条文均属霸王条款。 例如，合约手

机两年合约期内只能在广州范围内使

用，必须 24 小时 4G 网络在线等等。 如

果做不到， 就算是违约， 要交违约金

9000 元。 店员非常清楚事主的抗拒心

理，还为事主度身设计出一个所谓“好

办法”，只要当场选购一部标价 3000 元

以上的手机， 就可以自动解除合同，拿

回证件走人。 而他们向客人推荐的手机

是 3000 多元的标价， 但实际上成本只

有 900 元到 1000 元左右。

这件事在搞清楚后， 警方果断出

击，将这间涉案手机店查封，抓获包括

老板在内的嫌疑人 9 名。 目前，这 9 名

嫌疑人因强迫交易罪已被依法逮捕。

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指挥中心指挥组民警在接报警。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张毅涛 陈玉敏 马焕伟）

她们， 沉着果

断，以出色的处警铸就社会平安的第一

道防线；她们，坚韧干练，以高效的指挥

成为百姓危难之时的第一线希望。 广州

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指挥中心指挥组

是一个以女民警为主的战斗实体，担负

着接受群众报警求助、警务投诉、指挥

协调、动态信息收集报送、视频监控等

重要职责。近年来，指挥组健全完善 110

接处警运行机制，切实提高为民服务水

平，努力从自身内部挖掘，强化管理，严

格业务考核，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实现

了零投诉，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服务

群众、社会联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 近日，指挥组被评为广州市公安局

2018 年度羊城公安巾帼文明岗。

日夜坚守岗位无怨无悔

2016年 3月，原黄埔片区、原萝岗片

区正式合并办公。 原黄埔片区指挥组、

原萝岗片区指挥组都是广州市“巾帼文

明岗”，且多年被市公安局评为“广州公

安指挥系统接处警工作先进集体”。

110 接警岗位需要 24 小时值守，女

民警们常年要倒班、夜班期间要通宵工

作，节假日也不能正常休息，她们克服

心理、生理及生活上的困难，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 或许一天、 两天容易，一

年、两年也不怕，可是她们当中，时间最

短的也都坚守了 10 年。 她们对工作从

来都是一丝不苟， 出色完成本职工作，

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近两年来，一名女民警荣立个人三

等功， 一名女民警荣获 2017 年度优秀

公务员， 两名女民警荣获 2017 年度市

公安局嘉奖。

紧张战斗在另一个“战场”

指挥组民警在接报警后能否快速

决策、 正确指挥， 关系着整个案事件

的结果。 因此， 争分夺秒处置是关键。

指挥组的女警们在多年的接处警规范

中练就迅捷果断的能力， 在最短时间

内判断报警类别， 作出处置， 为一线

公安民警在处理警情时赢得时间和主

动， 在关键时刻确保了紧系群众的

“生命线” 高效畅通。

2017 年 10 月的一天， 指挥组接群

众报警， 称在黄埔东路某棋牌室发现

一个可疑物品。 当值的女民警一看到

此警情， 在短短几分钟内调集通知属

地派出所、 治安大队、 刑警大队派人

赶赴现场处置， 并上报值班领导， 根

据领导指示， 迅速通知相关警种部署

抓捕嫌疑人， 同时指挥视频监看员通

过视频监控录像全力开展追查。 随

后， 经紧急排查， 该物品经确认并无

危险。

指挥组民警们并不在现场处置，

但是他们置身的是另一个“战场”， 案

事件的圆满顺利解决， 少不了她们的

快速处置、 周密部署、 默契配合。

与死神赛跑挽救欲轻生女子

在 110 接警台， 每天都遇到各种

各样的情况， 火灾、 自杀、 盗窃、 抢

劫等等， 日复一日的工作强度， 让民

警们培养出过硬的素质———处置果断、

冷静无畏、 坚韧干练， 以高效的指挥

成为百姓危难之时的第一线希望。

2018 年 1 月 12 日 20 时许， 分局

110 接处警系统接到一宗警情， 报警人

称其一女性朋友发微信称要在黄埔区

某酒店自杀。 但报警人所称的黄埔某

酒店地址极不详细， 人命关天， 当值

的指挥组女民警一点也不怠懈， 不断

地与报警人联系， 进一步明确地址，

调派疑似地址的属地派出所到辖内酒

店寻找……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各方不懈努力， 在一个半小时左

右， 派出所民警在辖内找到了正欲

自杀的女子， 并成功挽救了该女子生

命。

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生死博弈中，

民警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