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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云法宣）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正因如此，

对他们的伤害可能会影响一生。 在如

今的互联网时代， 隔空猥亵是利用互

联网实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新形

态。 对此，法院如何量刑？ 我们又该如

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 近日，白云

区法院审理了一宗相关案件。

法院介绍，2013年开始，被告人林

某源以“童星站姐姐”为昵称，并标注

其为女性， 以网络招募童星为由，长

期、多次冒充童星公司招募人员，骗取

渴望成为明星的女孩子的信任， 让其

相信林某源就是一名招募童星的姐

姐。

经过聊天后， 以面试需要检查身

体、试镜等为由，要求应聘的女孩子模

仿林某源事先从网上下载好的淫秽视

频动作，林某源在“面试”过程中使用

电脑通过QQ视频聊天等手段，观看聊

天对象幼女裸体， 并将不雅动作录像

截图保存在其家用电脑中， 用于自己

欣赏以满足欲望。 林某源偷拍的视频

及图片没有发布到网上或者传播给他

人观看。

2018年至2020年9月，林某源在其

住处使用家用电脑， 以上述方式多次

对被害人贾某

（案发时未满

14

周岁）

实

施侵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杨秋明 张毅涛）

GOIP是一种虚拟拨号

设备， 能同时搭载数十张手机电话卡，

通过网络实现远程拨号通话的功能。 诈

骗分子通过在闹市中架设GOIP设备、

在异地网络远程拨号的方式实施诈骗，

以达到隐匿其真实位置的目的。 近日，

广州海珠区警方在开展“八大专项行

动”“飓风2021”“净网2021” 行动中，捣

毁一个藏匿于酒店内， 利用GOIP设备

帮助实施电信诈骗的“流动”窝点，抓获

2名嫌疑人，缴获GOIP设备等作案工具

一批。

案件背景

诈骗团伙利用“神秘电波”远程作案

5月， 海珠区警方接到江苏警方的

线索，称一名事主在江苏省淮安市接到

一个冒充电商客服的电话， 被诈骗

78000元。 经调查，该电话号码在广州市

海珠区拨出。

海珠区警方反诈中心根据线索立

即组织民警展开调查，发现近期市内多

家酒店先后出现GOIP设备收发信号，

怀疑辖内存在一个GOIP设备的“流动”

窝点。

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嫌疑人通过在

酒店内架设GOIP设备、 绑载多个电话

号码的方式，帮助身处异地的诈骗分子

“远程”拨打事主电话实施诈骗。

为尽快确定“流动”窝点的实际位

置， 民警对隐蔽的设备信号进行追查，

配合实地走访摸查，最终确定嫌疑人已

将窝点转移至越秀区某酒店5楼的一个

房间内。

5月8日晚， 民警迅速开展收网行

动，抓获正在调试设备的嫌疑人张某贤

（男 ，

25

岁 ）

、张某竞

（男 ，

25

岁 ）

，现场缴

获正在运行的GOIP设备1套，以及手机

电话卡、 移动路由器、 笔记本电脑、天

线、手机等作案工具一批。

作案套路

利用高薪“兼职”引诱网友实施诈骗

经审讯，嫌疑人张某贤交代，4月下

旬他在某社交App上认识一名网友，对

方提出只要帮忙在广州不同酒店内架

设“服务点”，就能轻松赚取每天600元

的酬金。 为获取丰厚报酬，张某贤找来

了同乡张某竞合伙“兼职”赚钱。

按照对方的指示， 张某贤两人首

先在指定位置找到了对方事前已藏好

的 GOIP 设备、 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然后入住指定的酒店， 并在酒店房间

内架设调试设备， 按要求提供相关资

料、 信号源等。 最后在对方的远程指

挥下， 协助拨通事主电话， 实施电信

诈骗。

为逃避警方的清查和打击，张某贤

两人频繁更换窝点位置，隔天就换一家

酒店架设设备，并尽量减少外出，由快

递员配送日常饮食和生活用品。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贤已被警方

依法执行逮捕，张某竞被依法采取取保

候审，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施桂鸿 杜建立）

近日， 广州越秀警方

在“八大专项行动”和“净网2021专项

行动”中，经过缜密侦查，打掉一个全

链条电信诈骗团伙，刑拘犯罪嫌疑人8

名，成功侦破涉案价值达280多万元的

区某被诈骗案件； 并初步核破涉及省

外的相关诈骗案件5宗，涉案金额达27

万多元。

广州一男子被骗280多万元

7月1日晚， 越秀区公安分局农林

派出所接事主区某报案称，其于去年4

月至今年6月间， 在某手机App上进行

投资炒股，因投资金额已无法提现，怀

疑被骗，共损失280多万元。 接到报案

后，越秀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展

开侦查工作。

专案组通过大数据研判分析， 迅

速掌握该案部分涉案人员在湖北省钟

祥市活动的线索。 7月5日， 专案组派

出多个行动小组， 前往钟祥市展开侦

查抓捕工作。 7月7日， 在当地公安机

关的协助下， 专案组一举抓获董某、

王某等4名嫌疑人。 经初步审讯， 专

案组很快又掌握刘某等3名涉案人员

的相关活动信息， 随后将3人抓捕归

案。

与此同时， 专案组民警通过进一

步侦查分析，锁定了该案件中的App开

发人员喻某在武汉市周边活动的情

况。 7月10日，专案组民警在武汉市洪

山区某小区内将喻某抓捕归案。

据警方调查， 本案主要犯罪嫌疑

人蔡某因涉嫌其他案件，已于今年6月

被外地司法机关判处刑罚， 现正在监

狱服刑。

团伙利用虚假App诱人炒股

据办案民警介绍，今年4月，蔡某

在湖北钟祥召集数名当地人员成立工

作室，策划利用虚假App实施诈骗。 期

间， 蔡某先找到喻某设计搭建了一个

虚假炒股App，后组织董某等人组建微

信群，分饰水军、老师等角色，并在网

上发布链接引诱事主。 骗取事主信任

后， 将该虚假App推送给事主炒股，从

而诈骗事主钱财。

民警介绍， 这一虚假炒股App，除

了名称后面加“3.0”，各种图标和界面

均与某知名炒股App一样，并对事主宣

称是某知名炒股App的“升级版”，让人

误认为是正规软件。 目前，喻某等8名

涉案嫌疑人已被越秀警方刑事拘留。

男子多次“隔空”猥亵幼女，严惩！

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猥亵儿童多人或多次的，量刑起点提高至五年以上

用虚假 App诱人炒股，一全链条电诈团伙被端

越秀警方：投资稳赚不赔都是诈骗

投资有风险， 转账需谨

慎。凡是主动与你联系，自称

有内幕消息， 投资稳赚不赔

的都是诈骗。 使用手机

App

，

要在正规的手机应用市场下

载， 千万不要登录来路不明

的

App

软件。

越秀警方提醒

不要登录

来路不明的App

市内酒店惊现“神秘电波”

竟是电信诈骗“流动”窝点

白云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林某源通过视频裸聊方式猥

亵儿童， 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

罪，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林某源

犯罪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十

一）

施行之前， 按照从旧兼从轻

的原则， 鉴于本案可确定身份的

被害人仅贾某一人， 并结合被告

人具有自首情节， 综合其犯罪事

实、 性质、 情节、 认罪态度和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 故依法判处被

告人林某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

月。

目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十一）》（

2021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已对猥亵儿童罪进行了修

订， 根据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三

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 猥亵儿童

多人或多次的， 量刑起点已提高

至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院判决：视频裸聊已构成猥亵儿童罪

▲

广州越秀警方从湖北押回

犯罪嫌疑人。 通讯员供图

荨

警方缴获作案工具。

信息时报记者 陈绵钦 摄

全民反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