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刘慧蓉 张毅涛）

“美女，我刚从东南亚回

来的，手机没网络，能借个wifi热点联系

一下我秘书吗？ ”厂区路边，一名身穿名

牌开宝马豪车的“高富帅”，正在搭讪刚

刚下班的小罗姑娘。 接下来不知怎么的，

小罗姑娘就提取了2万元现金给这名“高

富帅”。 这一幕，最近接连在广州黄埔区

云埔街工业园区内上演。

近日，广州黄埔警方在“飓风2019”专

项行动中， 打掉一个流窜街头的诈骗团

伙，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5名，缴获

作案车辆3辆,审破同类案件20多宗。

6月以来，黄埔警方接到多名女事主

报警，称被驾豪车的“境外商人”诈骗，并

且被骗经历相似。 警方侦查发现这些案

件作案手法类似， 判断为同一个团伙所

为。该团伙每次作案诈骗金额在5000元至

2万元之间， 嫌疑人形象均包装为驾豪

车、穿名牌、戴名表、有秘书的“高富帅”

境外商人。 他们以独自行走的公司或工

厂年轻职业女性为主要作案对象， 作案

时驾驶车辆一路物色， 伺机停车与女事

主搭讪， 自称东南亚、 港澳台等境外商

人，以借wifi热点联系秘书为由，邀请女

事主坐进豪车帮忙，进而设套诈骗。 为取

得信任， 他们还会留下自己的“境外电

话”，并将手上戴的“名表”给女事主作为

抵押， 女事主就轻易落入了诈骗团伙的

陷阱。 而这笔打到女事主银行卡的境外

款项， 是设置了24小时到账的，24小时内

诈骗团伙可随时撤回。

经缜密侦查， 警方于8月底先后在广

州市番禺区和安徽省五河县抓获张某

（ 男，

30

岁）

等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缴获作

案车辆3辆，其中宝马2辆、奥迪1辆。

据警方调查， 该团伙成员均有诈骗

前科，诈骗手法老练。 他们从安徽租赁豪

车开到广州后，使用假临时牌，白天穿着

光鲜亮丽，开豪车猖狂作案，晚上就在洗

浴中心过夜。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侦办中。

搭讪借wifi？ 小心这些“高富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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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胡志慧）

正规网贷平台上借款，也要交各

种服务费和保险费， 还要面临没完没了

的电话催收？ 昨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局长何晓军带队上线广东“民声

热线”，就节目反映的平安普惠涉及的众

多违规问题表示，将立即开展约谈。

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月底上线

何晓军介绍，今年7月17日，该局联

合省工信厅等部门发布《广东省支持中

小企业融资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22条

具体措施， 其中最大创新之处在于运用

金融科技手段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中小融平台” 主要功能特点在于：

依托广东“数字政府” 整合各类数据信

息， 建立全省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收集机

制； 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中小

企业进行风险画像和信用评价， 实现中

小企业商业信用的可视化、数据化；智能

匹配， 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商业银

行的信贷产品进行线上智能对接。 该平

台还集中省、市政策资源，为中小企业融

资提供贷款、 增信、 贴息和风险补偿等

“一站式”服务。该平台已在6月底试运行，

争取9月底正式上线。

平台借款后被收取高额服务

2017年6月27日， 广州劳先生通过平

安普惠App以自己房产为抵押，分36期贷

了421000元。当时给他办理贷款的业务员

告诉他，年利率在8.4%左右，同时劳先生

还要支付3%的服务费，一次性扣款12630

元。 劳先生觉得还能负担得起，就签了贷

款协议。 扣完服务费，劳先生拿到了剩余

款项。 可在还款一年后，劳先生发现除了

还利息外，他每个月需要还1263元的服务

费和421块的保险费，36期共60624元。

劳先生拨打客服电话进行咨询，平

安普惠的工作人员解释， 服务费提供的

是每月提醒还款等费用。 对于这样的解

释，劳先生无法理解，高达4万多的服务费

就仅仅提供提醒还款服务？ 当初一次性

收取的1万多元服务费又算什么？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深圳的刘先生。

但“幸运”的是，他反映到深圳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后，这些费用被免掉了。 尽管

个案得到解决，但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平安普惠“乱收费”的投诉有过千条。

此外，广州的李女士是平安普惠的贷

款用户，一直以来都按时还款，可最近，她

在未逾期的情况下遭到平安普惠工作人

员的骚扰，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

针对暗访中反映的问题， 何晓军表

示， 一周内将对平安普惠进行跟踪监督，

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整改，同时通

过广东省的金融行业协会，对外发布信息

提示，要求所有的从事普惠金融服务的机

构，在贷款的手续费、服务费方面必须明

示，不允许出现高息情况。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监管一处主

任科员卓苑玲说，一般持牌金融机构晚上

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是不可以打电

话的。 平安普惠没有做好外围催收公司

的约束性管理，责任也在他们身上。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人

也表示，将马上对平安普惠开展约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近日，

市民黄女士向信息时报报料， 称自己

2006年在东湖路一楼盘签订购房合同

并支付近9成房款后于2011年入住至

今。 今年1月，她被法院下令强制迁出居

住多年的房子。 原来，黄女士在2006年

买下房子后没有网签，之后被房地产商

转手他人。 黄女士称，她从2012年开始

打了6年官司，依然没法保住房子。

律师提醒市民，购房后要及时到房

管局查册，了解房屋的产权状况。 签署

了相关的合同之后，要及时办理网签和

过户手续，保护自身权益。

入住后发现房子被抵押给典当行

据黄女士介绍，2006年， 她看中了

位于东湖路上的东湖肯辛顿小区，并在

当年12月底与该楼盘的开发商广州市

志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志

联公司

）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开始时，黄女士想购买的是2702

房。 但在签订合同时，开发商称2702号

房要留作自住用，让黄女士改为2902号

房，“当时开发商是在合同上直接将‘27

层’中的‘27’划掉，手写改成‘29’层，后

面写着02房”。 记者从黄女士提供的购

房合同上见到，更改处还有志联公司的

盖章。

黄女士说， 当时按照合同约定，她

在2007年初以转账的方式分三次付清

了大部分的房款， 共约130多万元，“剩

余的款项待拿到房产证后再一次性付

清。 ”原本约定在2008年2月28日收楼的

楼盘，直至2011年年底，黄女士才收楼，

搬进了2902号房。

黄女士说，2012年6月，她突然收到

法院传票， 才知道2902号房被抵押了。

“开发商称，他们因资金问题，以抵押贷

款的方式向广州某典当行借钱，并称钱

还了就没事”。

黄女士说，之后她才了解到，志联

公司还与该典当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

合同，早在2010年底，典当行就为2902

号房办理了合同的网签手续，取得了房

屋物权。

当年未网签，如今面临无家可归

一直没拿到房产证的黄女士十分

着急，立刻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申诉。

经过四年官司，黄女士并未能拿回

房屋。 法院二审认为典当行的网签手续

有效，2902号房的产权归典当行所有。

而典当行则在审判书下达后办理完房

产证后，立刻将房产转让给了一名刘姓

女士。 败诉后，越秀区法院要求黄女士

搬出住了7年的房子。

为何当初没有进行网签，黄女士表

示，2006年购房时， 广州还未实行网签

制度， 一切都以合同为准， 而开发商

2009年才拿到预售证。 而此后，直到入

住后，黄女士忙于工作，一直未对所住

房屋进行查册或其他房产登记手续。

黄女士说，目前她与志联公司协商

后， 暂住于公司方提供的东湖肯辛顿

2702号房，但由于该房也是志联公司抵

押房产之一，而志联公司已经启动破产

清算程序，房子何时会被收走，还是未

知数。

正规网贷平台竟乱收费暴力催债？

平安普惠被曝涉众多违规问题，监管部门表态马上约谈处置

买房未登记，房子成了别人的

广州一市民早年买房未网签未查册，房子被抵押转手她还蒙在鼓里

对此，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

师邓刚表示，如果当事人不能证明后手

的买家存在恶意串通等合同无效的情

形， 则只能向开发商主张违约责任了。

“但现在开发商已经启动破产程序，当

事人只能去受理破产的法院起诉，申请

成为其债权人，”邓刚说，当事人除了可

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可主

张房屋差价损失的赔偿。

邓刚提醒，作为一个购房者，要及

时去房管局查册， 了解房屋的产权状

况。 签署了相关的合同之后，购房者要

及时办理网签并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才

能合法保护自身权益。

律师说法

购房前注意查册，购房后及时过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从公宣 张毅涛 岑柏

瀚 ）

面包车变身移动加油站，9

月6日， 从化警方在江埔街某城

中村打掉一个面包车改装的“黑

油站”，抓获嫌疑人2名，现场缴

获汽油550升。

8月初， 从化警方在工作中

掌握到，辖内存在面包车改装的

“流动黑油站”，这种“流动加油

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对社会

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此，从

化警方一方面加大巡查力度，一

方面成立专案组进行前期的综

合研判摸排。 结合群众的举报，

民警循线侦查，逐步掌握了嫌疑

车辆的活动规律和轨迹。9月6日

下午，警方获悉嫌疑车辆出现在

江埔街某城中村， 抓捕时机成

熟， 民警立马赶到现场蹲点伏

击，现行抓获利用“流动加油车”

售卖汽油的嫌疑人邝某

（ 男，

22

岁）

、邝某

（ 男 ，

19

岁）

，查获一辆

移动加油车，缴获汽油550升。

经查，该辆面包车经过私自

改装，在车厢内装有一个塑料油

桶、加油机和加油枪，摇身一变

成了“流动加油站”。嫌疑人通过

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熟人联系

等方式，电话联系接单上门以低

于市场价为无牌摩托车、小汽车

加装汽油。 目前，两名嫌疑人涉

嫌非法经营罪被从化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

面包车变身

移动加油站？

从化警方打掉一个黑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