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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严格的考勤制度，专人专责团队

化管理，财务部、人事部、技术部等架

构齐全……谁能想到这样一家在高

档写字楼里拥有正规工商执照的公

司， 竟是一个网络诈骗团伙的窝点。

昨日，东莞市公安局清溪分局对媒体

通报了这起今年以来东莞侦破涉案

人数最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该案刑

事拘留涉案人员 134 人，端掉 4 个作

案窝点，现场查扣电脑、手机、银行卡

等涉案工具一大批，缴获涉案资金 50

余万。

清溪男子被“幼师”骗走上万元

“不管你帮我多少， 哪怕是一千

几百都可以的， 我不想让邻居看笑

话，不想看到妈妈难过，被人欺负。 ”

看着微信那头阿敏发过来的信息，小

叶心里十分难过， 没有丝毫犹豫，小

叶通过微信转账了 1000 元给阿敏。

“我们通过微信认识， 她主动加的

我”， 小叶告诉记者，2018 年 12 月初

的一天，一个自称为李敏的“女幼师”

添加自己为好友，之后在微信聊天中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小叶觉得自己

对这个自称为李敏的女子越来越了

解。“大概 20 天左右，她开始找借口

多次向我借钱”， 小叶称其前后一共

通过微信向这个“女幼师”转账 12600

元，“可是没有想到， 最后一次转账

后，她就把我拉黑了，再也无法联系

上。 ”

之后小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

即向东莞市清溪公安分局报案。 接报

后，清溪公安分局立即对线索进行摸

排。 分局专案组在前期掌握相关的基

础上，通过研判分析，初步梳理出全

省范围内类似案件多达 100 余宗。

“也就是说最起码有 100 个受害者都

被这个叫做‘李敏’的‘女子’骗过，且

特点都是通过微信添加好友，犯罪嫌

疑人虚构幼儿园老师的身份取得信

任后，以各种理由向被害人借钱”，侦

办该案的清溪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

振华告诉记者，过百余宗的案件诈骗

周期一般为 20 天， 成功诈骗后微信

号就废弃不再使用。

上百嫌疑人中有多个

00

后

清溪分局专案组将侦查到的情

况上报东莞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经过

缜密侦查后发现该伙作案人员人数

众多，受害人员众多，诈骗时间长，前

后转移多个窝点，初步判断这是一个

专门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据清溪公

安分局副局长吴杰伟介绍，与其他网

络诈骗案件不同的是，该团伙注册了

一个正规的公司拥有工商执照，他们

的作案窝点都选在清远闹市区的高

档写字楼里，最大一个窝点“办公”区

域竟多达几百平米。

在摸清楚该团伙落脚点、 架构、

组成人数后，2019 年 3 月 27 日，清溪

分局在东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等业

务部门和清远市公安局的支持下，组

织了 300 余名精干警力， 兵分多路，

直捣四个作案窝点，成功抓捕以犯罪

嫌疑人张某乾为首的犯罪嫌疑人 134

人，缴获涉案现金财物，手机电脑等

作案工具一大批。

吴杰伟介绍，该团伙是一个以广

东连山人为主，以亲情、老乡关系为纽

带的电信网络诈骗集团。 主要犯罪嫌疑

人都是 90后成员， 且有多个 00后犯罪

嫌疑人。 经查该团伙的涉案受害人多

达 1000 人，涉案金额超过 600 万。

信息时报记者日前从东莞企石

镇获悉，5 月 16 日， 东莞市侨联归国

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韩炜光带队去

到企石镇，走访留学生企业，并在“我

的农场”为东莞市首个留学生创业就

业示范点揭牌。 该示范点将致力于推

动归国留学青年创业就业交流。

据悉，“我的农场”位于企石东清

湖畔，占地 105 亩，由 5 名企石籍归

国留学青年及当地年轻企业家共同

创办， 致力于种植健康绿色产品，将

农业和旅游业融合，探索高端精品的

现代都市农业园。

企石镇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作

为归国留学生，能够回到田间地头种

地，发展生态农业，这群年轻人的精

气神十分鼓舞人心。 同时，这种高素

质人才回归农村创业的行为也得到

了政府的关注与支持，并给予政策扶

持。

“作为留学生创业就业示范点，

下来将会有更多归国留学生来这里

参观、交流，希望为该项目带来更多

延伸的空间。 同时，可以为更多的归

国留学生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韩

炜光表示。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雪娟 刘颂然 张伟

记者从常平获悉，常平镇近期开

展的 4 次大型涉水企业整治专项行

动中， 共出动 71 人次， 检查企业 21

家，查处违法企业 9 家，检查发现的

涉水违法企业主要存在废气、废水处

理设施运转不正常，废气、废水超标

排放等问题。

据介绍， 产品共有涉水企业 436

家，其中洗水企业 120 家，表面处理

企业 27 家， 电镀企业 3 家共 5 个车

间，环保基地

（ 正式投产

55

家）

，原地

保留企业 30 家。 在近期开展的 4 次

大型涉水企业整治专项行动中，共出

动 71 人次，检查企业 21 家，查处违

法企业 9 家，检查发现的涉水违法企

业主要存在废气、废水处理设施运转

不正常，废气、废水超标排放，增加

设备未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私设

暗管或用潜水泵偷排废水，危险废

物仓设置不规范， 危险废物和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露天堆放及工业废物

未按要求转移，零星废水储存不规范

等问题。

常平镇为研究解决当前涉水违

法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日前组织召

开了整治涉水企业专项工作会议。 会

议通报了近期常平开展的大型涉水

企业整治专项行动情况，并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详细地向各涉水企业

讲解应注意事项及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各涉水企业要合法经营，不要以身

试法，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会

严肃查处，绝不手软。

常平镇镇委员周国柱表示，目前

常平已初步建成截污管网体系，并筹

备企业污水接入工作，各涉水企业要

积极配合，做好污水接驳工作，加快

完成管道改造并将污水接入截污管

网，实现“雨污分流”。 同时，各涉水企

业一定要合法经营，增加设备时也要

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同意，并配套建

设环境保护设施， 做好污水处理工

作，确保达标排放。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潘玲 常平宣

东莞侦破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千余人被骗，涉案金额逾600万

石碣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挂牌

5 月 20 日， 东莞石碣镇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挂牌成立。 该服务中心将为退役

军人提供政策咨询、 就业创业等“一站

式”管理服务，把党委、政府对退役军人

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解决退役军人服

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当日，东莞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朱宝玉、 石碣镇委书

记罗晓勤、石碣武装部部长袁检文、石碣

镇委委员唐满全等参加挂牌仪式。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茶山投1500多万改

造镇内公厕

近年来， 东莞茶山镇全面提升城市

品质，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值得关注的

是，目前茶山镇正推进厕所革命，让公厕

方便实用之余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据悉， 今年茶山镇投入 1500 多万

元，对全镇 67 间公厕进行改造、建设。 目

前，所有公厕都在紧张有序施工当中，预

计今年上半年全部投入使用。 在公厕的

设计上，茶山加大新材料、新技术和新设

备的应用，同时规范设置男女厕位比例，

增设第三卫生间和无障碍设施、 母婴设

施、 儿童便器等， 充分体现设计的科学

性、环保性，增强如厕的便利性。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东坑法治宣传进校园

近日， 东莞全面启动“宪法在我心

中”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并要求今年 6

月底前全市中小学校 100%覆盖该活动。

为推动全镇中小学校宪法教育全覆盖，

近日， 东坑镇司法分局和宣传教育文体

局联合举行“宪法在我心中”法治宣传进

校园活动启动仪式暨公开课观摩活动。

据悉，活动以“宪法在我心中”为主

题，开展奏唱国歌、赠送宪法教育读本、

“宪法教育大课堂”公开课等活动，激发

学生的学法热情， 并引导学生树立遵守

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意识。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东坑宣

凤岗举行教职工趣

味运动会

为发扬团结奋进、拼搏进取、开拓创

新的精神，增强教职工的凝聚力，凤岗镇

举办 2019 年中小学教职工趣味运动会，

本次趣味运动会共有 24 支代表队，约

1000 名教职工参加。

据了解， 本次运动会共设置了协力

竞走、充气云梯、旱地龙舟、“8”字跳长绳、十

人十一足五个比赛项目， 这些项目既注重体

育运动的竞技性，更注重体育运动的趣味性，

课堂讲台上严肃认真的老师一改常态，向学

生们呈现了洒脱、 活泼、 激情的趣味竞

技。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林翔威 周皓轩

首个留学生创业就业示范点揭牌

常平查处9宗涉水违法企业

襌

团伙窝点，挂满了密密麻麻正在“养号”的手机。

▲

犯罪嫌疑人被带回清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