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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叶晨 张毅涛）

将赌博网站伪装成搜索

引擎，只有在搜索页面中输入特定密码

才会跳转到相应页面，这不是电影里的

情节，而是广州增城警方近期破获的一

起网络赌博案中，狡猾团伙使用的隐蔽

手段。 8 月 22 日，记者从广州增城警方

获悉，近日，增城警方打掉了一个“六合

彩”网络赌博团伙，抓获涉赌违法犯罪

嫌疑人 48 名，缴获手机、电脑和银行卡

等涉案财物一大批。 经初步统计，涉案

金额超亿元。

团伙组织层级分明

级别越高“分红”越多

今年 4 月， 增城警方在工作中发

现，有人利用网络组织地下“六合彩”赌

博。 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发现了一个以

陈某、 彭某等人为首的网络赌博团伙。

该团伙利用多个网站开设地下“六合

彩”网络赌局，参赌人员众多，涉案金额

较大。

增城警方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

组，迅速对案件展开侦查。 随着调查的

深入，专案组逐渐掌握了该团伙的运作

模式。 该团伙成员之间按照级别高低，

分为公司账号、大股东、股东、总代理、

代理及会员等不同层级，团伙成员可以

通过拉拢新人，诱导其在网站上赌博下

注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级别，级别越高获

得的“分红”也越多。 而所谓的“分红”，

实则都是参赌人员投注的赌资。 通过进

一步侦查，该团伙更多的犯罪证据逐渐

浮出水面。

多路抓捕同时出击

两次行动连锅端掉

掌握了多名团伙成员身份信息及

活动情况后， 专案组决定开展收网行

动。 行动前，警方突破该赌博网站，并获

取相关证据。

经过反复研究， 专案组制定了周

密的抓捕方案。 7 月 5 日凌晨， 在掌握

该团伙的关键犯罪证据后， 增城警方

集结大批警力， 分成多个抓捕小组，

寻机展开统一抓捕行动。 当天凌晨 3

时许， 指挥部下达指令， 分布在广州

市天河、 白云、 荔湾、 海珠、 增城等

区， 以及佛山里水等地的抓捕小组同

步收网， 现场抓获涉赌违法犯罪嫌疑

人共 37 人。 通过进一步深挖扩线， 8

月 2 日， 增城警方循线追击， 再次抓

获该团伙的 11 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

讯， 陈某、 彭某等人均供述了开设网

络赌场的作案事实。 目前， 陈某等 33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1 名参赌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 案件

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赌博网站“壁垒森严”

层层伪装终被揭穿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作案手法

十分隐蔽， 赌博网站的服务器设在境

外，利用搜索引擎界面作伪装，只有输

入特定的密码， 才会跳转到赌博网站。

如果密码输入错误，就会跳转到国内主

流搜索网站的界面，让人误以为是一个

正常的搜索引擎。 参与赌博时，上家会

分配给赌客一个赌博账号用于登录。 该

团伙还要求赌客只在赌博网站进行下

注的操作，之后再通过线下交易，将下

注的金额以现金、移动支付方式转账给

上家。

该赌博团伙通过各种手段掩盖其

不法行为， 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殊

不知早已被警方全部掌握，等待他们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王君）

8 月 20 日至 21 日， 广州市南沙

区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张某

发等 10 人涉嫌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犯

罪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7 年至 2018 年

间， 时任广州市南沙区某村村主任的

被告人张某发，先为争权夺利，后又因

不满被开除党籍，遂纠集、煽动村民多

次实施非法拘禁、 寻衅滋事等违法犯

罪活动，为非作恶，形成了以被告人张

某发为首要分子，被告人张某坤、冯某

珍等人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严重扰乱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造

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7 年 12 月，被告人张某发在广

州市南沙区某村办公楼内， 虚构被害

人张某华

（ 村书记）

隐匿公章的事实，

煽动被告人张某坤、 冯某珍等人非法

限制被害人张某华的人身自由， 期间

将写有“贪官”字样的纸张放置在被害

人张某华胸前并拍照，直至次日上午 9

时许才让其离开。

庭审中， 法院依法进行了法庭调

查， 公诉机关按法定程序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围绕指控事实充分发表了意见。

人大代表、 被告人家属及社会各

界群众代表旁听了庭审。 案件将择期

宣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顾国康 张毅涛）

为扩大反诈宣传

覆盖面， 增城警方与美团点评集团公

司达成反诈骗宣传战略合作协议。

昨日上午，增城警方举行“反诈骗垫餐

纸计划” 启动仪式， 外卖骑手将变身

“反诈宣传员”， 将反诈宣传垫餐纸送

到市民手中。

20

万份反诈宣传垫餐纸将送

到点餐市民

据了解，增城警方共印制了 20 万

份反诈宣传垫餐纸， 借助美团骑手送

餐时将印有反诈骗宣传的垫餐纸同时

送到点餐的市民群众手中， 能让更多

市民群众了解诈骗的手法和危害，实

现送餐点评、 客户体验和反诈宣传三

方受益。

活动上， 增城警方还介绍了增城

区公安分局打击新型犯罪专业中队

（ 下称专业队）

的情况。 自 2018 年 4 月

3 日正式挂牌成立以来，专业队在打击

治理、拦截劝阻、止付冻结、资金返还、

宣传防范等工作中取得突出成效。 先

后破获了多宗特大电信诈骗案， 如李

某坤等人涉嫌诈骗案、 李某等人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冻结止付案件

数高达 4100 余宗，成功冻结嫌疑资金

861 万元，返还资金 90 余万元。

建立防范诈骗微信群

200

余个

多破一案，不如少发一案。 为有效

增强市民群众防诈骗意识， 增城警方

利用网络、报刊、微信等媒体手段，通

过“平安宣讲团”进校园、进企业等活

动进行反诈宣传。 今年以来，在全区建

立防范电信诈骗微信群 200 余个，发

放宣传单张 10 万余份，张贴宣传海报

4 万余份， 开展大型户外宣传活动 12

次，其中在华商学院、松田学院等高校

开展大型宣传晚会，在仙村发电厂、珠

江钢琴厂等企业开展大型宣传讲座。

活动现场，增城警方还向 10 名美

团骑手代表发放“反诈骗宣传员”绶

带，赠予美团点评公司锦旗、反诈骗宣

传志愿队队旗。

此外， 增城警方在现场还举行一

场涉案物品发还活动， 将近期侦破的

几起盗窃案的被盗物品发还给群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刘漫英）

“有没有捡到一个书包，小孩的

暑假作业都在里面……”8 月 21 日，一

位阿婆带着一脸委屈的孙子到旺岗公

交总站求助。 原来祖孙下车时忘记带上

书包，而小男孩的书包里还装着写好的

暑假作业。 所幸，在公交人的帮助下，祖

孙二人顺利拿回失物。

当天，祖孙二人乘坐广州公交集团

三汽四分公司 84 线公交车出行。 下车

时，因一时大意，忘记带上小男孩的书

包。 发现书包不见后，阿婆又带着男孩

乘坐下一趟 84 线公交车到旺岗总站询

问。 一番交流后，在站长张启悦帮助下，

祖孙二人顺利领回了遗失的书包。

原来，阿婆此前所乘坐公交的当班

车长何志敏在车到总站后， 检查车厢

时，捡到了祖孙二人遗失的书包。 为能

尽快找到失主，何志敏便将书包交给站

长张启悦。 拿到自己的书包后，原本一

脸委屈的小男孩终于露出了笑容。“公

交叔叔帮我们捡到书包还妥善保管，谢

谢叔叔们。 ”在阿婆的提醒下，小男孩现

场还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感谢。

真狡猾！ 赌博网站伪装成搜索引擎

广州增城警方捣毁一个特大网络赌博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8名

写好的暑假作业丢了

多亏公交人员帮寻回

寻回书包后，小朋友写了一封感谢

信向公交站工作人员致谢。 通讯员供图

拘禁村干部贴“贪官” 10人涉犯罪受审

点外卖送“反诈骗垫餐纸”

外卖骑手变身反诈宣传员

增城警方与美团达成反诈骗宣传战略合作协议

启动仪式上，

警方还向

10

名美

团骑手代表佩戴

“反诈骗宣传员 ”

绶带。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