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桂清 美编：余永康

广佛一家

2019.8.30��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D06

·新佛山

借9000两个多月欠债47万

佛山警方破获全市首宗非接触套路贷案件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许嘉鎏

近期，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联

合佛山铁路公安处兵分多路， 奔赴陕

西西安、甘肃兰州和浙江温州，一举抓

获犯罪嫌疑人余某波等15人， 成功打

掉该套路贷涉恶团伙， 侦破佛山市首

宗非接触性套路贷案件。

借小钱入陷阱背重债

今年4月15日，在南海从事蔬菜批

发生意的小美

（化名）

来到公安机关报

案称，今年2月上旬，其在网友的介绍

下，向“某贷宝”平台放贷的财务人员

商定借2000元，到账1400元，年利率为

24%，分8天平均还款。小美按要求上传

了自己的手机通讯录， 之后借款很快

就打到了她的微信账号上。

当时小美心想，这样一天才还250

元，没压力。 然而之后不断有人向小美

介绍新借款人， 这些借款人不断引诱

小美借新债来还旧债， 结果在高利息

下，小美借款的金额不断攀升，还款越

来越吃力。 不得已，小美先后向亲戚借

了超过10万元还债， 但欠款仍不断增

长。

当发现小美无力支付时，多个“财

务人员”便对其轮番“轰炸”，有的声称

逾期不还款， 将严重影响到个人的征

信，到时个人出行、买房贷款、孩子上

学等都会受影响； 有的甚至让小美加

入他们“公司”一同致富。 此时小美已

经开始警觉， 并在家人的提醒下向警

方报案。

警方赴三省捣毁涉恶团伙

接报后， 南海公安结合近期正在

开展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迅速从

刑侦、经侦、网安、派出所等多个部门

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展开侦查。

很快， 专案组发现该案与佛山铁

路公安处正在侦办的一起铁路职工被

“套路贷”诈骗案有交叉。 该职工被对

方诱签阴阳合同，收取高额年利率、砍

头息、 逾期费及介绍同伙诱骗其借新

贷还旧贷等手段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实际借款到手9000元，2个多月内便累

积了47万元的负债。

经上级批准， 专案组与佛山铁路

公安处并案联合侦查， 逐渐排查出一

个套路贷诈骗团伙， 成功锁定十多名

嫌疑人。 该团伙兵分两路，一个落地西

安，以公司化运作，另外一个落地浙江

瑞安市，以个人或三两小团伙作案。 嫌

疑人之间互相认识，互相推送客户，共

同作案。

在掌握了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后，

联合专案组充分发挥路地警务大协作

机制，组织50多名警力分别前往西安、

瑞安、兰州等地，在陕西西安、甘肃兰

州及浙江温州三地同步展开抓捕，成

功打掉该套路贷涉恶团伙， 抓获犯罪

嫌疑人余某波等15人， 并现场起获作

案手机、作案电脑、账本、话术等书证

物证一批。

虚构借款垒高债务

经查，该团伙在选取作案目标后，

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放款快等作

为诱饵， 吸引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

借款合同， 在临近还款期时推送其他

的放款人， 怂恿被害人不断地借新贷

还旧贷，从而迅速垒高债务。

办案民警表示，被害人到手的70%

借款就算全部用来还款，也只够还5天

左右，如果还有其他债务的话，基本上

第三天就还不起了， 当被害人急需资

金偿还贷款时， 犯罪分子就有了可乘

之机。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不法分子

全程均采用网络方式与受害人联系，

这种非接触的作案手法让不法分子可

以大范围、高密度灵活作案，社会危害

性极大， 广大市民在使用网上贷款平

台时一定要格外警惕。

平洲派出所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8月24日，平洲派出所警辅人员在

万达广场设立宣传摊位， 并向途经摊

位的群众派发宣传单张， 向群众讲解

食品安全常识。 活动共派发宣传单张

300多份，宣传教育群众100多人。

自“飓风2019”专项行动打击食药

环违法犯罪专项开展以来， 平洲派出

所积极开展涉食药环违法犯罪打击的

同时，定期到辖区商场、社区周边区域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7月21日下

午， 平洲派出所联合桂城街道食品安

全委员会在万达广场开展食品安全宣

传活动。活动现场，民警李俊辉向群众

派发宣传单张， 向群众讲解食品安全

常识。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

群众表示学到很多食品安全知识。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袁婷

交友不到两周 女子被盗7万

一女子在乘坐网约车时认识了

与之投缘的男司机并成了朋友。 谁

知， 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里，该男子竟多次以打游戏、看电视

剧等为由借用女子手机，后转走其多

个账户共 7 万余元。南海公安民警经

过缜密侦查将该嫌疑男子抓获归案。

今年 5 月 7 日，事主苏女士在乘

坐网约车时认识了司机何某洋，两人

很是投缘，很快就成了朋友。 联系便

频繁起来，每到周末，何某洋会到苏

女士公寓坐坐，除了吃饭聊天，何某

洋还经常以打游戏、看电视剧为由借

用苏女士的手机。 好几次，苏女士听

到手机短信提示音还没来得查看内

容，就被何某洋以“垃圾短信”为由删

除了。沉浸于两人融洽关系中的苏女

士也并没有在意何某洋这些行为。

直到 5 月 18 日， 苏女士登录自

己手机银行时，发现登不上，起初以

为是自己忘记密码，但第二天修改密

码重新登录后，发现竟然有很多自己

不知道的转账记录。 细想起来，苏女

士才惊觉在与何某洋相处过程中有

诸多异样：包包里的银行卡无端放错

了位置、自己的手机经常从房间“飞”

到客厅……

随后， 苏女士对自己银行账户、

第三方支付平台一一检查，发现在相

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何某洋通

过其名下的多个支付账户转走共

74500 元。 随即，苏女士到桂城派出

所报警。

接报后，民警迅速展开侦查。 经

过大量走访排查、分析研判，民警最

终锁定嫌疑人落脚点。 8 月 25 日，抓

捕时机成熟，民警快速出击，成功在

禅城大江村将嫌疑人何某洋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何某洋对其盗窃

的行为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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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清

网恋男友死了？ 其实是“ 套路”

狮山官窑一名女子在网上交往了一

名男朋友，但还没见上一面，就被对方以

患病住院、父母死亡、转让遗产等为由诈

骗了6万多元。 近日，南海公安远赴安徽

省将嫌疑人杨某抓获归案。

8月12日，事主小倩

（化名 ）

报警求

助， 称其网上交往数月的男朋友病重身

亡， 自己被以各种理由借去6万多元，至

今未还，怀疑被骗。

官窑派出所民警经过调查， 得知小

倩今年4月通过某APP结识了一名男子

杨某，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今年7月，

杨某声称自己的父母相继生病住院并去

世，以此为由问小倩借了数千元。不久之

后，一名叫“王磊”的男子加了小倩微信

好友，他自称是杨某的好朋友，并声称杨

某因病重已转入ICU病房， 需要巨额治

疗费用。为了给男朋友治病，小倩陆续转

账数万元给“王磊”。

7月底，“王磊”称杨某去世，但留下

了一处40万的房产给小倩。“王磊”以办

理遗产转让为由， 要求小倩支付各种费

用， 已花光积蓄的小倩连忙向多名亲戚

朋友借钱转账。一段时间后“王磊”又称，

杨某的家人因得知其将遗产留给小倩，

骚扰“王磊”并将其打伤入院，之后“王

磊”的兄弟与小倩联系，索要治疗费、封

口费、借贷平台手续费等。小倩觉得事有

蹊跷，于是报警求助。

经过民警对案件进行深入侦查，“男

朋友”杨某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8月16

日，民警远赴安徽省蚌埠市追逃，经过一

番努力成功将嫌疑人杨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 嫌疑人杨某对诈骗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据悉，杨某因沉迷网络赌

博欠下银行和朋友数万元， 于是想到用

欺骗感情诈骗钱财的方式来偿还债务。

期间所有出现过的人物均为杨某一人扮

演，患病住院、父母去世、本人死亡、转让

遗产等事情都是虚构的。目前，杨某涉嫌

诈骗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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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力

发布会上 ，办

案 民 警 结 合 涉 案

物品讲解案情。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