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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桂城两名喝得酩酊大醉的

男子倒在路边呼呼大睡， 期间两人手

机被盗竟浑然不知。 南海公安民警快

速出击抓获盗窃嫌疑人， 助事主找回

被偷的手机。

8月17日， 事主胡先生拨打110报

警， 称当天凌晨他和朋友因喝醉酒在

地铁站出口处靠着玻璃墙睡着， 醒来

后发现手机被盗了。接报后，桂城派出

所民警通过调取查看案发地点视频监

控， 发现当天凌晨事主胡先生和朋友

酣然大睡时，一男子经过两人身旁，用

手拍了拍他们后， 迅速从胡先生身上

摸走一台手机。大约七八分钟后，该男

子再次返回现场， 又在胡先生朋友身

上摸走一台手机，接着便离开了。民警

循线追查，于8月18日15时将作案嫌疑

人胡某富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胡某富交代，17日

凌晨3时许，他途径地铁站入口，看见

两名散发着酒味的男子一前一后睡在

地上， 便心生歹意， 把他们的手机偷

走。得手后，胡某富并没有将手机带回

家， 而是用塑料袋将两台手机装好塞

在雷岗公园附近垃圾堆里， 心想这样

子就不会被发现。 到6时许，胡某富返

回藏手机的位置时， 却发现两台手机

不见了。

8月18日22时许，经过查找，民警

找到了捡走手机的环卫工人， 并成功

找回被扒窃的两台手机。经审讯，嫌疑

人胡某富对其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目

前， 该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袁堪俊 温清

53万财物被盗 警方18小时破案

事主向民警送上锦旗致谢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朱明菲

“这么快就破案了， 非常感谢你

们！ ”8月19日上午，九江派出所向事主

林女士发还一批被盗财物， 林女士不

停地感谢，并向民警送上一面锦旗。 据

介绍， 日前九江派出所辖区内发生一

起特大盗窃案，涉案金额高达53万元，

警方接报后经过18小时连续作战，成

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追回财物。

案情回放：

入室盗走53万元财物

林女士经营一家木材进出口贸易

公司， 因工作繁忙， 偶尔会在公司留

宿。 8 月 13 日凌晨， 突然“嘭” 地一

声响， 把正在卧室睡觉的林女士惊醒

了， 她从床上爬起来一看， 看到卧室

门外有个黑影， 好像是有盗贼进屋

了。

林女士见状马上追了出去， 但对

方已经跳出窗外逃跑了。 林女士立即

报警， 经清点， 屋内现金、 首饰、 手

机等财物被盗， 损失财物价值共约 53

万元。

佛山 110 接到报警后， 立即指令

九江派出所到场处警。 民警经过现场

勘查、 视频调阅、 分析研判， 成功锁

定嫌疑人特征。 案发当天中午， 办案

民警循线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河涌边草

丛起获部分赃物。 同日 23 时许， 民

警在九江沈海高速沙头入口发现一名

形迹可疑的男子， 经辨认， 正是窃案

的犯罪嫌疑人， 便当即出手将其抓

获。

自投罗网：

回头“捡漏”被识破

经审查，嫌疑人陈某交代，自己本

是货车司机，3个月前失业， 终日游手

好闲被妻子埋怨。 陈某于是打起了盗

窃“赚快钱”的歪念。

8月12日深夜， 陈某坐车来到九

江镇南工业区， 下车后沿着江堤一边

走一边物色作案目标。 13日凌晨3时

许， 陈某发现一家公司的二楼窗户敞

开着， 便顺着水管爬上二楼， 进入办

公室。 陈某在办公室转了一圈， 又摸

进旁边卧室。 当陈某带着偷来的现

金、 首饰以及手机准备离开时， 弄出

的声响惊动了事主林女士， 陈某匆忙

从窗户跳下， 崴了脚， 一瘸一拐地逃

走。

陈某还交代， 作案时为了方便逃

跑， 他曾把一个背包藏到附近河涌的

草丛中， 背包里装有约3万元现金，藏

好背包后他就带着其它赃物游过河

涌。 逃离现场后，陈某还一直惦记着那

3万元，便于当晚21时许回到河涌边寻

找未果。 正当他要离开时，被民警识破

当场抓获。

目前， 该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近日，一款网络投资APP吸引了小

原

（化名）

的眼球。 受到短期高利息返

点的诱惑， 小原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6

万元，然而仅一周时间，平台账号却被

锁定无法登陆， 投入的资金也无法提

现，损失164500元。

谨慎投入 获利9元

8 月初， 小原的一位朋友严某在

微信上向其介绍一个投资电影的微

信群， 进群后， 小原经人推送下载

并注册了一款投资软件。 在微信投

资群里， 小原了解到投资 APP 上的

电影项目都是某明星的公司拍的，

很可靠， 投资越多收益越多， 甚至

有的投资日收益率高达 4%， 小原动

了心。

为了避免受骗， 小原决定先试探

一番。 8月5日，他通过银行卡向该APP

转了500元， 投资了一部期限为1天的

“电影”。 没想到第二天，小原真的能提

现到509元， 让其觉得这利息比银行

高，挺划算。

放松警惕 掉入巨坑

除了亲自验证了APP投资平台能

真实获利外，8月7日小原还了解到：介

绍其他人来投资，还能获得额外收益。

于是， 小原借来妹妹的身份证注册了

一个新账号， 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妹妹

的账号转入75000元投资一部定期为8

日的“电影”，到期将收益21600元。8月9

日，他又借用母亲的身份证开了第3个

账号，转入50000元投资了期限为5日的

“电影”。 8月12日、13日，先后继续转入

近39500元投资了4部“电影”，累计投入

164500元。

到了 8 月 13 日晚， 眼看投资马

上到期获利， 准备提现时， 小原却被

投资微信群的群主踢了出来并拉黑，

然后发现 APP 也登录不上了。 此时，

小原才恍然大悟， 发现是一场骗局，

自己总共被骗 164500 元， 遂立刻报

警。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陈勇坤

在APP投资电影 获利9元后被骗16万

8月21日上午，南海区禁毒办联合

桂城街道禁毒办、 平洲派出所深入三

山第壹时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平洲派出所禁毒宣传小分队民警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结合毒品模型讲

解禁毒知识等形式， 让广大市民更直

观地了解到有关毒品的法律法规，更

清楚地认识到毒品对个人、 家庭以及

社会的危害。 家住第壹时区的李大妈

被各式各样的毒品模型吸引，“原来毒

品有成百上千种，我是头一次看到。 ”

民警告诉她， 毒品种类多样， 危害巨

大，一旦吸食，普通家庭面临的将是妻

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次毒品宣传活动共有30余市民

到场参与。 现场群众表示受益匪浅，对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有了更深的认识，

希望有机会参加更多此类有意义的教

育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唐薇

宣传小分队下基层 市民齐学禁毒知识

两男醉酒手机被盗

警方循线快速破案

8月21日下午，平洲派出所平东社

区警官潘家丰来到平洲玉器街， 深入

街铺开展防骗宣传活动， 向群众派送

防骗“大礼包”。

活动中， 民警重点向群众讲解了

当前电信诈骗常用的手段以及预防电

信诈骗的主要方法， 同时结合发放防

骗宣传资料， 提醒街坊们在日常生活

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不要轻信陌生

人的电话、不乱点击不明链接等。

来自兄弟翡翠店的陈老板在当地

做了十几年玉器生意， 在听完民警揭

露诈骗手法后感慨， 他曾经就是因为

轻信了骗子的短信，随意乱点了链接，

结果被骗几千块。民警告诉陈老板，做

生意更要注意财务安全， 特别是涉及

大数额财务的，一定要谨慎，如遇可疑

情况要及时报警。

据悉， 本次活动共有50多家玉器

店的老板和员工参与，民警将防骗“大

礼包” 内的防骗知识点和防骗小技巧

逐一传授。参与的群众表示获益匪浅，

以后将提高警惕，守住钱袋，与公安机

关一起筑牢打击诈骗犯罪的社会防

线。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袁婷

民警走进玉器街

派送防骗“大礼包”

警方神速破案，事主送上锦旗致谢。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