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粤应宣）

6月9日以来，受

强降雨影响，韶关、河源、梅州等

市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省应急管

理厅针对全省灾情，按照《广东省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从

6月11日上午10时启动省Ⅳ级救

灾应急响应， 要求受灾地区应急

管理部门按照救灾工作“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的要求，强化组织

领导，认真履行职责，靠前指挥，

采取有力措施， 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 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衣

穿、有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得

到及时治疗， 切实保障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

预计， 未来几天全省强降雨

持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粤水轩 ）

记者从广东省

水利厅获悉， 连日来的强降雨致

使粤东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水

库水位持续上涨， 为做好水利工

程安全度汛工作，省水利厅派出5

个督导组分赴河源等市指导防汛

工作。

据水文气象部门的监测，至

昨日17时，全省共有2个水文站超

警戒水位。其中，昨日8时，韩江干

流三河坝水文站

（梅州市大埔县

三河坝镇）

出现43.56米的洪峰水

位，超警戒水位1.56米

（警戒水位

42.0

米 ）

、 相应流量6230立方米/

秒；17时水位退至42.19米， 超警

戒水位0.19米。 昨日15时，粤东沿

海龙江支流崩坎水红饶站

（揭阳

市普宁市云落镇）

出现30.78米洪

峰水位，超警戒水位0.28米。

省水利厅已先后派出5个督

导组分赴河源、梅州、韶关、惠州、

潮州市督导检查当地防汛情况。

并通过责任人管理系统， 向相关

单位和责任人发出预警信息

28.28万条，通过山洪灾害预警平

台预警处置116个，发布山洪预警

短信1442条。 省水利厅要求各地

水利部门，严阵以待，切实加强水

利工程安全管理和运行， 全力做

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 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强降雨致广东多条

河流超警戒水位

省应急管理厅启动

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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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张伟涛 高蓓蓓 张毅涛）

近期，广州市

海珠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打掉一个电

话推销网络贷款诈骗团伙， 捣毁该团

伙分设在福建泉州和湖北武汉等地的

话务组、后台组、取款组窝点，抓获团

伙成员22名。

女事主网上贷款被骗8000元

2018年12月， 海珠区的邱女士接

到一个170开头的陌生来电，对方自称

某贷款公司， 可提供“免抵押”“快审

核”“快到账”的贷款服务。 正遇到资金

周转难题的邱女士立即表示有贷款需

求， 想贷2万元， 并按照对方提示，与

“客服经理”互加为微信好友。

很快，邱女士就收到“客服经理”

发来的一个网页链接。 她在对方提示

下点击链接，登录所谓的贷款平台，填

写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并顺利通

过了审核，获得了2万元的贷款额度。

邱女士很高兴， 以为接下来就会

像“客服经理”所说的，在1小时内就会

有2万元转入其账户。 结果却是不断收

到对方的通知， 要么是其账户密码错

误，资金无法转入；要么就是重新转入

资金需要激活账户，要交激活金；而且

还需要先把保证金和手续费转到指定

账户。 对方承诺，除手续费外，邱女士

交的其他款项会在放款时一并返还。

由于急等钱用， 邱女士轻信了对

方，并按对方要求先后3次转账8000元

到指定账户，但2万元贷款却迟迟未到

账。 她再次联系“客服经理”，却发现微

信已被对方拉黑， 而此前接到的推销

电话也无法回拨。 邱女士这才意识到

被骗，立即报警。

警方跨两省捣毁诈骗团伙

接报后， 海珠警方打击新型犯罪

专业队立即会同网警成立专案组展开

侦查。 历经一个多月的侦查，专案组民

警们最终排查出一个以游某

（男 ，

30

岁 ，在逃 ）

、吴某

（女 ，

24

岁 ）

、朱某

（女 ，

26

岁）

、谢某

（男，

27

岁）

等为首，通过电

话推销实施网络贷款诈骗团伙， 并同

时锁定了该团伙分别设在武汉、泉州、

晋江的取款组、话务组和微信后台组。

今年3月20日，专案组一举捣毁该网络

贷款诈骗团伙，抓获团伙成员17名。 4

至5月间再抓获主要成员5名。

专案组初步查证该团伙涉及广

东、四川、江苏、西藏等地的网络贷款

诈骗案件43宗。 目前，吴某等18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逮捕，田某等4人被刑

事拘留， 对游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展

开追逃。 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今年

年底前， 广东要基本取消全省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7月1日起，ETC用户行驶全省高速公

路通行费九五折优惠！ 这是记者从6月

10日召开的全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

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电视电话

会议上获悉的。 ETC如何办理？ 目前

ETC可通过线上、线上两种渠道办理，

申办费用均免费。

“粤通卡”和“粤通宝”分别是ETC

储值卡、记账卡，而“粤通宝”是“粤通

卡”的升级版，即充即用，既可银行账

户代扣，也能实时在线充值免圈存，费

用明细一键查询。 两种卡均可线上、线

下办理。 对于从未办理粤通卡的新用

户，首推线上办卡方式。 通过“粤通卡

App”或“粤通宝卡”微信小程序，登录

后可选购储值卡套装

（内含储值卡卡

片和蓝牙电子标签）

，新用户通过手机

App办理新开卡业务，平均注册办卡不

到10分钟。 在家收取快递后，即可自行

安装激活、使用。

据了解，线上办理申办免费，目前

“粤通卡App”仅限申办电子标签+粤通

卡套装。 如需申办单卡， 车主可前往

“粤通宝卡”小程序办理。

线上办理需要3天左右快递到家。

对于比较急的车主来说， 如果想要更

早享受使用粤通卡的方便省事， 可选

择线下办理。 线下申办费用同样免费，

可通过“粤通卡”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厅

办理。

记者从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指定银行合作网点也可申办粤通卡银

行联名卡， 该卡具有银行卡金融功能

和粤通卡高速公路通行缴费功能，包

括借记卡、记账卡两种模式。 目前支持

办理粤通卡联名卡的银行有：农行、建

行、中行、工行、广发银行、邮储银行、

民生银行、光大银行。

一分钱没贷到反被骗走8000元

电话推销“低门槛贷款业务”莫轻信，广州警方破获40余宗网络贷款诈骗案

缴费更快捷 ETC线上线下申办均免费

7月1日起，ETC用户行驶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费享九五折优惠

粤通卡常见问题答疑

1.

面包车可以办理电子标签吗

?

行驶证上注明客车车辆都可申

请办理粤通卡+电子标签套装， 行走

ETC车道， 由于货车需要计重收费，

所以暂时货车只能申办粤通卡单卡。

2.

换车了，粤通卡电子标签怎么办？

车主可自行将旧车上的电子标

签拆下来，然后带上标签、新车行驶

证、证明文件等

（个人携带车主身份

证

+

粤通卡卡主身份证、 单位携带委

托书和代办人身份证）

开新车到粤通

卡自营网点办理OBU迁移业务。

网络贷款诈骗团伙套路

警方揭秘

套路一：“假客服”电话推销“低门槛贷款业务”。

本案中，诈骗团伙分工明确，其话务组、微信后台组、取款组在实施诈骗活

动中，以一种类似流水作业的方式配合。

话务组人员每天会接到“派单”，即诈骗团伙通过非法途径购买的公民电话

信息表。话务组人员假冒贷款平台客服人员逐个拨打电话，按照预先制作的“话

术单”内容向事主推销所谓贷款。每人每天拨打300至400个电话，并对有贷款意

愿的事主“细心”标注，然后将这些用户信息交给微信组人员接手。

套路二：发送伪造网站链接给事主填写资料，以各种理由要求事主转账。

微信组人员通过微信或短信发送网页链接给事主，该网页是诈骗团伙制作

的虚假网络贷款平台网页。 当事主在网页填写信息后，贷款网页就会自动显示

事主可贷款额度。这时，微信组人员以验证费、手续费及事主资金被冻结需要解

冻资金等理由要求事主转账。事主一旦发现被骗，微信组人员便立即将其拉黑。

套路三：非法购买银行卡，层层流转诈骗赃款。

一旦事主转账，取款组就会将资金多层流转，分别到不同银行柜员机提款。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

表示，中方对美方就香港事务不断说三道

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停

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方10日对香港特区政府拟修

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

助条例》表示关切，称修例将损害香港

特殊地位。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香港特区政府已就修例工

作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意见，两次调整

修例草案， 对有关建议作出积极回应。

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

府推进修订“两个条例”的工作。

耿爽指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

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

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香港继续被

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

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我想再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

干预。 中方对美方就特区修例发表不负

责任的错误言论、对香港事务不断说三

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要

求美方客观公正看待香港特区政府依

法修例，谨言慎行，停止以任何形式干

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耿爽说。

外交部：要求美方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