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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谢文任

张毅涛）

不爬窗不撬门，这个团伙深夜

专挑有窗的出租屋作案。 昨日，记者从

广州增城警方获悉，近日，增城警方在

开展“飓风 2019”专项行动中，运用智慧

新侦查机制，打掉一个利用黏性极强的

贴纸盗窃的团伙。

去年 12 月至今年 3 月， 增城新塘

镇数间出租屋接连发生多起入室盗窃

案件。被盗期间都是深夜，且门锁完好，

现场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事主无法提

供更多信息。警方发现，这些案件中，被

盗物品以钱包和手机等小件物品为主，

据此推测， 窃贼很可能并没有进入屋

内，而是利用工具从未关严的门窗伸入

屋内盗取小件财物。

据此，警方运用智慧新侦查，在监

控录像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有这么一伙

人，后半夜活跃在广州多个区的出租屋

集中区域，时分时合，每次作案时 1～2

人，一般凌晨 1～2 时来到现场，凌晨 3～

4 时作案后离开。

经走访调查和周密部署，增城民警

锁定了这个盗窃团伙的一名成员吴某

斌

（男，

35

岁）

，于今年 3 月 19 日在番禺

区石基镇一出租屋将吴某斌抓获。 随

后，3 月 20 日凌晨 5 时许， 民警将刚刚

作案得手的两名团伙成员石某毛

（男，

37

岁）

、石某成

（男，

34

岁）

控制住，当场

缴获其刚盗窃所得的 2 台手机等赃物，

以及胶纸等作案工具。

经审讯， 吴某斌等嫌疑人均供认，

他们用竹竿自制盗窃工具， 在竹竿一

端缠上强力双面胶后， 便前往各栋出

租屋一楼找寻作案目标。 见到哪间屋

窗户没关严实， 就把竹竿从窗户伸进

屋内， 轻轻一沾， 一部手机就到手。

落网前， 这个盗窃团伙靠着这“简陋”

的装备， 在增城新塘镇、 黄埔区等地

作案多起， 将每次“钓” 到的财物第

一时间变卖套现。

目前，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指出，这几起失窃案，因事主

缺乏警惕性，睡觉时窗子敞开，给窃贼

“创造”了条件。 警方提醒市民，开窗睡

觉需警惕用鱼竿把手机、 钱包等财物

“钓”走的“钓鱼贼”，低层住户尤其需要

加强防范。

小心！ 这种“到手快”贷款不靠谱

天河警方打掉一涉嫌针对出租车司机非法放贷讨债的涉恶势力团伙

●定时检查家中窗锁，

发现窗户关闭不严或无法关

闭，应马上进行维修。

●无人在家时一定要关

牢门窗。

●低层住户睡觉时最好

关好门窗， 并妥善保管贵重

物品， 并尽量做到“物品入

柜”，切不可随意将贵重物品

放在桌子、窗边等显眼处。

●收好家用的拖把、扫

把、晾衣竿等，防止窃贼“就

地取材”，“钓”走财物。

贵重物品

切勿摆窗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娄敏 张毅涛）

近日，广州天河警方集中出

击，对前期在工作中掌握的涉嫌针对出租

车司机非法放贷讨债的涉恶势力团伙进

行全面收网。 办案民警在广州市天河区、

白云区以及北京市抓获张某、王某等 9 名

犯罪嫌疑人，现场查扣贷款合同 500 余份

及受害人出租车资质证、行驶证一批。

去年 8月，出租车司机简先生送客人

到五山，在一路口等红灯时，收到一男子

派发的小卡片。“无头息， 无押金， 到手

快”，广告上的几行小字让简先生心动了。

因为手头缺钱，又不想向亲人借，他拨打

了卡片上张某的联系电话。张某让简先生

带上证件开出租车到东莞庄路口等候。

见面后，双方约定，简先生向张某贷

款 1万元，需要扣除 2000 元手续费，日息

120余元，两个月后总计还款 15600元。张

某让简先生签订 2万元的借款合同，并提

供家人住址和亲属电话， 张某表示这是

“行业规则”。

接下来的两个月，简先生每天需要通

过微信还款 260元。有时出租车生意不景

气，他就申请推迟还款，但要支付 10%的

违约金。 在他感到还款困难时，张某还推

荐他找另一个同行王某贷款。 第二回贷

款，其实就是“新条子还旧条子”。

“这一回，我每天大约还 400 元，坚持

了 10余天，实在没法坚持每天还了。 ”简

先生还不上款，先还违约金，后来知道张

某要带人到他住的地方，他只好躲起来，

回去后发现自己的房门被踢坏了，手机还

陆续收到“等着瞧，我们去学校找你小孩

子”等威胁信息。 去年 11 月，实在不堪其

扰的简先生到天河区公安分局五山派出

所报案。 他告诉民警，催款电话竟然打给

了他的老母亲。

天河警方迅速展开侦查， 发现借款

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有赌博的不良嗜好，作

案团伙正是利用这一点，针对出租车司机

群体派发贷款卡片。输了钱的司机很可能

会通过这些小卡片联系人借钱，最终中了

他们的圈套。 近日，天河警方打掉这个团

伙，目前初步掌握已有 100余名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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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需要贷款时， 应正

确评估自身还款能力， 选择

银行等正规机构进行贷款申

请。不要轻信无抵押贷款、当

天放款等小卡片或电话。 签

订协议时， 必须认真审核相

关条款，以免落入“套路”陷

阱。

贷款应选择银行

等正规机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穗消宣 ）

购买家具时约定的材质是胡

桃实木，收到货发现货不对板，商家却

表示“胡桃木”是指颜色，消费者该怎么

办？ 记者近日从东莞市消委会获悉，因

买卖双方对“胡桃木”字眼理解有分歧，

加上缺乏充足的证据证明商家虚假宣

传、故意混淆材质进行销售，该消费纠

纷很难认定构成欺诈，只能协商进行部

分退款。

据了解，2018 年 6 月 16 日，消费者

熊女士在东莞市厚街某家具经营部购

买了 8 万元家具。 购买时，她与商家约

定，家具材质为胡桃实木。后来收货时，

熊女士发现，家具为中纤板材质，认为

货不对板，要求商家赔偿。

熊女士称，没有进行家具材质的检

测，但通过检查可以发现家具是夹板贴

皮，而且当时商家提供的销售单据上备

注栏注明是“胡桃木”。 对此，商家却另

有说辞， 称消费者当时是现场选好家

具，现场所有家具都是正品，但就材质

来说，部分是实木，部分是夹板材质，而

单据备注栏中注明的“胡桃木”是指颜

色，并非材质。商家还表示，本次产品都

是根据消费者的订单规格、 数量提供

的，不存在欺诈消费者。

双方自行协商不成，消费者向东莞

市消委会厚街分会投诉维权。因双方对

销售单注明的“胡桃木”字眼理解有分

歧，经厚街分会调解，商家同意退还消

费者 36000 元，消费者表示接受。

对该投诉案例，东莞市消委会厚街

分会表示，双方对“胡桃木”字眼理解有

分歧，商家将其理解为颜色，消费者将

其理解为材质，但由于缺乏充足的证据

证明商家虚假宣传、故意混淆材质进行

销售，所以很难认定构成欺诈，只能协

商进行部分退款。

“胡桃木”是指材质还是颜色？

消费者收到的家具材质与约定不符，经消委会调解获部分退款

●确定所选择的商家是

否具有营业执照等相关合法

经营资质。

●选择技术成熟、售后服

务网点、多口碑好的厂商。

●签订家具销售单时认

真核对家具的品名、 型号、规

格、数量、价格、颜色、材质、交

货方式、交货时间，尤其是类

似本案的材质约定必须清晰。

●认真验收，确定没有问

题后再签收。

●保存好发票和销售单

等相关的材料，以便维权。

扫黑除恶进行时

增城警方打掉一个利用贴纸盗窃的团伙

@出租屋低层住户，警惕“钓鱼贼”

荨

警方现场查扣贷款合同

500

余份。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购买家具

请留意这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