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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时长近两小时

她差点被骗

55

万元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公新文）

昨日， 记者获悉，11 月 30 日

13 时 27 分， 广州市增城区反诈中心

接到市公安局预警信息显示， 一名女

士疑似接到诈骗电话， 通话时长达

7000 多秒。 反诈中心初步判定事主有

可能正在与嫌疑人通话， 立即开展核

查劝阻工作。

增城反诈中心一边继续拨打电话

联系事主， 一边多渠道寻找女事主的

关系人和活动轨迹。 当天 14 时 30 分

许， 反诈中心联系中新派出所派员上

门寻找事主， 但在事主登记的三个住

址，均未能找到事主。

15 时 30 分许， 反诈中心得知女

事主于 14 时 38 分入住中新镇某酒

店，民警立即赶赴酒店。 据酒店反映，

女事主入住约半小时后又离开酒店，

但是没有退房。 16 时 20 分许，女事主

返回酒店，民警立即对其做劝导工作。

经了解， 女事主反映她接到自称

“梅县公安局”的电话，声称事她的身

份信息被人盗用，欠款 200 多万元，不

进行处理将会被公安机关抓捕。 女事

主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就相信了对方。

对方要求女事主不能挂断电话， 并要

求其外出开房， 开房后回家把所有银

行卡带到酒店。

经查，女事主共带了 11 张信用卡

返回酒店，初步估算，民警帮助女事主

成功挽回约 55 万元的损失。

“高富帅”网上带你赚钱？

警方端掉一跨国电信诈骗团伙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曾令敏 李长达）

昨日， 记者从省公安

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公安机关

在工作中发现， 有多个有组织电信诈

骗犯罪团伙窝藏在缅甸境内， 针对我

国公民频繁作案。

经深入侦查发现， 该犯罪团伙分

工明确，专人负责管理银行卡、作案工

具和日常生活， 团伙内部有统一的公

司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员工食宿、上班

时间、工作流程、薪资奖惩等。 团伙成

员主要通过老乡介绍， 结伴搭乘飞机

到云南景洪， 后偷渡到云南边境实施

诈骗。在云南边境境外某酒店窝点，经

两至三天的培训后， 在组长的指导和

协助下开展诈骗活动。

据民警介绍， 该团伙的主要作案

手法在陌陌、抖音、Blue 等社交平台包

装成“高富帅”吸引受害人，培养感情，

与事主确认情侣关系后， 引诱事主到

“某弘基金”“某旺财富” 赌博网站，向

平台大额充值， 并由键盘手操控后台

让事主无法提现从而实施诈骗。

经过近 1 个月时间的缜密侦查，

在公安部的协调与缅甸警方的大力支

持下， 缅甸警方在缅甸掸邦东部开展

统一收网行动， 抓获特大跨国电信网

络诈骗嫌疑人 152 人。 今年 6 月广东

警方成功将 152 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

国，经审查，目前已批捕 144 人，核破

案件 133 起，涉案金额 800 余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提到

“冰淇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好吃、想

吃，但它跟恶势力团伙却扯上了关系。

据花都区检察院消息， 该院近日对一

个想吃掉“冰淇淋”整个行业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依法提起公诉。

“冰淇淋商会”垄断一方

检方介绍， 为了更好控制花都区

雪糕行业， 本已在花都区雪糕批发行

业处于优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邱某

某、吕某某伙同毕某某、李某某、谭某

某、胡某某等人以规范雪糕行业为名，

召集经营雪糕批发的商户成立“花都

区冰淇淋商会”， 并担任商会会长、副

会长等职位。

商会成立后，邱某某、吕某某等人

以联合其他商户压价抢占客源、 停止

供货等手段为由， 胁迫商会成员交纳

会费， 要求商户按照商会规定的统一

价格批发雪糕， 如商户不按其规定销

售雪糕即对商户采取罚款、 停货等措

施，并联合生产商打压违规商户。逐渐

形成以邱某某、吕某某为首，毕某某、

李某某、 谭某某、 胡某某为积极参与

者，曾某某、袁某某为打手的恶势力犯

罪集团。

“地下执法队”打砸“违规”商家

检方查明，“花都区冰淇淋商会”

雇请犯罪嫌疑人曾某某、 袁某某担任

所谓的监督员， 监督商户是否有违规

销售雪糕的行为； 指派监督员对个别

“违规”商店的雪糕柜进行打砸。

被害人曾某某、李某某、林某某是

花都区的雪糕零售商，商会成立后，花

都区雪糕批发价格整体上涨， 导致零

售商利润降低， 三名被害人被迫从清

远、 白云等地价格较低的雪糕批发商

处进货。因该行为违反了商会“规定”，

2017 年 5 月一天晚上， 商会安排监督

员去到被害人曾某某、 李某某的两家

百货商店，对商店进行打砸；2017 年 6

月一天晚上， 吕某某安排监督员去到

被害人林某某的百货商店， 对商店内

进行打砸。

8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花都检察院认为，本案中，犯罪嫌

疑人邱某某、 吕某某等人经常纠集在

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花都区

雪糕行业内多次实施寻衅滋事、 敲诈

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

商户， 扰乱花都区雪糕行业经济社会

秩序，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人员较多，有

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基本固定。

花都区检察院于 11 月 20 日依法

对邱某某等 8 人以恶势力犯罪集团提

起公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阚淼 ）

昨日，记者从省监狱管理局

获悉，近日，有市民带着锦旗找到省监

狱管理局， 请求协助寻找河源监狱的

何钰辉。 原来上个月何钰辉在前往广

州参加考试途中， 在广州环城高速路

遇一家五口遭遇车祸， 其见义勇为救

助车祸受伤人员。

路遇车祸，他决定停车救人

时间回到今年 10 月 20 日中午 13

时许， 何钰辉驾车赶往广州参加一年

一度的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为了

这场考试，他已经足足准备了一年。车

辆进入广州环城高速， 眼看离考试的

时间越来越近， 何钰辉不自觉加快了

车速。

可正在此时， 何钰辉在车流中发

现一辆棕色 SUV 侧翻在高速公路中

间车道，司机夹在驾驶室动弹不得，一

名老人躺在侧翻车辆旁边， 一名妇女

和一名刚出生的婴儿躺在快车道上，

还有一名 3 岁左右的小男孩在高速路

上来回走动……

奔流不息的汽车呼啸而过， 没有

一辆车停下来救助，情况万分危急，随

时会发生二次事故。赶去考试，还是停

车救人？何钰辉心里很快作出了决定，

他用力踩下刹车。

忙于救人，他错过重要考试

何钰辉把车停在应急车道， 打开

双闪灯， 设置好警示牌， 并拨打了报

警和急救电话。 随后他迅速将躺在快

车道上刚出生的婴儿抱起， 发现婴儿

脸色发青并处于昏迷状态。 沉着冷静

的他凭着在监狱里学到的紧急急救知

识， 把婴儿平放在地， 对婴儿胸部按

压， 进行心肺复苏， 几秒钟后， 婴儿

放声大哭， 何钰辉才把心放下来。

安置好婴儿后， 何钰辉又马不停

蹄地将在几个车道之间来回走动的 3

岁男孩和躺在路上的老人和妇女抱到

应急车道上。随后，气喘吁吁的何钰辉

跑到侧翻车辆旁， 大声唤醒昏迷的司

机，把他从扭曲变形的车里拉出来，转

移到安全位置，将车辆熄火。

这时一辆大巴车也停了下来，车

上人员纷纷下车，众人合力救助伤员。

当把伤员都送走后， 何钰辉才驾

车离开。赶到考场时，他已经错过了考

试时间，不能进入考场。他默默离开考

场， 在心里对自己说：“人的生命只有

一次，但考试可以明年再来，我相信自

己是对的。 ”

据介绍， 车祸受伤的是李爱军一

家五口，至今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但他

们心里一直惦念着那个救他们一家性

命而没有留下姓名的好心人, 李爱军

委托亲人四处打听。最终，在交警的帮

助下， 李爱军亲属查到了何钰辉的姓

名及连平监狱两项信息

（何钰辉于

2008

年到连平监狱工作，

2012

年连平

监狱更名为河源监狱， 但交警的信息

没有及时更新）

。

11 月 20 日，李爱军的亲属李勇强

带着锦旗和感谢信， 从广州驱车赶到

交警信息上写着的连平县忠信镇莲塘

村河源监狱旧址。然而，河源监狱早在

2011 年就搬迁到河源市江东新区。

11 月 27 日，李勇强再次带着锦旗

和感谢信，来到省监狱管理局，寻找何

钰辉。在省监狱管理局的帮助下，终于

把这名热心救人的监狱职工找到了。

11 月 29 日上午，河源监狱将李爱

军寄来的锦旗和感谢信转交到何钰辉

手中，并对其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表彰。

路遇车祸，他勇救一家五口

河源监狱职工何钰辉赴广州考试路上见义勇为受表彰

卖个冰淇淋还有“地下执法队”？

“冰淇淋商会”垄断冰淇淋行业，检察院起诉该恶势力犯罪集团

何钰辉

（左 ）将伤员

转移到安全

地带等候救

援。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