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代營」團夥騙四千網店主
假稱助提高營業額 簽合同涉案數億元

中央單位配電腦最高7000元
神 州 快 訊神 州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傳統電信網絡

詐騙犯罪受打壓，新型網絡詐騙又出現。記者昨日從廣東

省公安廳獲悉，近日，深圳警方出動1,100多名警力，在

龍崗區搗毀一個以網店代運營為名實施詐騙的特大團夥，

刑拘疑犯253名。該團夥打着代運營淘寶店的旗號，大肆

在著名搜索引擎和主流媒體做廣告，吸引網店與其簽訂以

提高營業額為目的的合同，進而騙取受害者從數萬到上百

萬元的服務費。目前，全國有近4,000網店店主被騙，涉

案數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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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紅色記憶——廣州起義紀念館

去年下半年以來，深圳龍崗警方陸續
收到多宗舉報深圳廣明發信息諮詢

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報案，由於該公司係正
規註冊，警方以合同糾紛案進行調解和處
理。之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報信息密集
指向該公司，警方迅速組織調查，發現該
公司確實存在犯罪情況。

員工數百人 證照齊全
記者了解到，這些受害者來自全國各

地，多是內地某知名電商平台的網店店
主，受騙金額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
來自廣州的網店店主陳先生介紹，偶然機
會他了解到該公司經營淘寶網店代運營業
務，可以幫助網店迅速提高營業額。陳先
生受邀前往該公司參觀，看到總部有數百
人，各種證照齊全，且與央視以及內地多
個主流網絡媒體有合作，遂與對方簽訂合
約。
「根據合同，我分三期付服務費，他們
幫我將月營業額提升到400萬元。第一其
付了8萬元，但營業額並未提升，之後他
們以各種理由催我交第二期5萬元。」其
間，陳先生發現網絡上有大量聲討廣明發
公司的帖子，才發現上當受騙。據他了
解，多數受害者被騙金額在5萬元到10萬
元之間，部分企業網店被騙過百萬。

催繳服務費 拒絕退款
由於受害者面廣，涉案金額大，廣東省

公安廳介入調查，並組成「颶風9號」專
案組。調查發現，該團夥通過旗下註冊的
多家公司，大肆在著名搜索引擎和主流媒
體做廣告，吸引網店經營者。成功吸引客
戶後，誘騙事主簽訂事先設定好的詐騙合
同，承諾幫助受害人進行網店代運營。受
害人一旦簽訂合同並交納首期費用後，該
團夥便採用多種手段故意拖延時間，並不
斷催促受害人繼續繳納下期服務費用。事
實上，該公司並沒有給任何一家網店打理
業務，更沒有通過所謂專業人員和高科技
幫助店家提升業績。待受害人發現被騙
後，該團夥便以各種理由強行拒絕退款，
並對維權受害者進行恐嚇威脅，甚至使用
暴力毆打等手段。
據悉，包括經理級及普通業務員在內，
該公司擁有員工800多人，騙錢越多，成
員分紅就越多。據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長蘇
振威介紹，該團夥自2014年1月份以來，
先後與大量事主簽訂網店代運營合同
4,000多份，涉案數億元。
13日上午9時，專案組出動1,100多名
警力對位於龍華新區的窩點進行收網。截
至目前，警方對以江某萍、熊某和顧某明
為首的253名疑犯採取刑事拘留，清查電
腦872台，凍結涉案賬戶85個，凍結涉案
資金2,300餘萬元。據警方初步調查，該
案在全國多數省份均有受害者，亦不排除
有來自港澳的受害人，警方將加緊對案件
進行核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警方稱，隨着網絡電商的飛速發
展，各種以刷單、提高營業額為幌子的
詐騙方式密集出現，對於此類新型網絡
詐騙犯罪，警方將堅決予以打擊。
據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大案處副處長

阮福成介紹，隨着互聯網+概念及相關
產業的發展，各類與互聯網有關的詐騙
也不斷湧現。「之前網絡電信詐騙主要
是以『猜猜我是誰』、冒充公檢法等為
主，通過打擊，發案已明顯下降。而網
絡電信詐騙比例則迅猛發展，2014年佔
所有詐騙案比例為38%，而今年已達到

70%左右。」
網絡詐騙主要形式有哪些？阮福成

稱，網店代運營詐騙、傳銷式網絡交友
詐騙、盜取qq詐騙、刷信譽詐騙、網絡
退訂票詐騙、網絡眾籌投資等，都是去
年以來多發的網絡詐騙類型。他介紹，
這些網絡詐騙發展快，手法隱秘，作案
猖獗。
他表示，此種趨勢已引起廣東省公安

廳高度關注，並組織專門力量對廣州、
深圳、東莞、珠海、佛山等5個重點地
區的詐騙進行打擊，堅決遏制網絡新型
詐騙犯罪上升的勢頭。

網絡電騙頻發 警重拳出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內地大部分
地方已進入主汛期，近日南方多地出現持續暴雨，48條
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降雨已造成南方10省（區、
市）475萬人受災，22人死亡。為此，國家防總19日22
時啟動國家防總防汛Ⅳ級應急響應。另外，受強降雨影
響，三峽入庫流量持續上漲。據悉，三峽入庫流量今日
達到35,000立方米/秒，迎來今年首輪洪水。

直接經濟損失60億
據水利部介紹，此次強降雨已造成浙江、福建、江

西、湖南、廣東、廣西、四川、重慶、貴州、雲南等10
省（區、市）354個縣475萬人受災，因災死亡22人、
失蹤15人，緊急轉移安置26.78萬人，倒塌房屋1.05萬

間，農作物受災324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60億元（人
民幣，下同），水利設施直接損失13.43億元，其中江西
3座小二型水庫洪水漫壩，大壩被沖毀，下游民眾已提
前轉移，未造成人員傷亡。據預測，未來3天西南東部
至江淮強降雨仍將維持。
國家防總在前期已派出6個工作組的基礎上，加派3個
工作組赴湖南、河南、江蘇協助地方開展防汛抗洪工
作；向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
江蘇、浙江、陝西、河南等11省防指和長江、珠江、淮
河防總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大監督力度，做好中小
河流防洪調度和城市內澇防範，要特別注意防範強降雨
引發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災害，落實景區、農家樂等
場所人員避險具體措施。

南方暴雨持續 475萬人受災

■安徽省合肥市遭遇強降雨，一些地區遭遇水浸。圖為
一男子在漫水的街頭推着電單車。 新華社

在廣州的起義路上，一座
明黃色的門樓格外亮眼。這
裡最早是宣統元年清政府設
立的警務公所，在民國時期
改稱為廣東警察廳。但它被
更多人記住，是作為近90年
前的廣州起義的舊址。
1927年 12月11日凌晨三

點半，廣州起義爆發。在張
太雷、葉挺、葉劍英等人的
帶領下，國民革命軍第二方

面軍軍官教導團、警衛團一部和廣州工人赤衛隊等
6,000多人，迅速佔領了廣州絕大部分市區，第一次在
中心大城市建立了工農兵民主政權——廣州蘇維埃政

府，也被譽為「東方的巴黎公社」。
據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陳潔貞介紹，廣州蘇維埃政

府的南樓在廣州起義的時候用作警衛連和倉庫；中樓
是廣州蘇維埃政府辦公的地方和工人侍衛隊的會議
室；北樓則是工農紅軍的總指揮部。此外，還有一棟
小樓，那是廣州市公安局的拘留所，曾經有不少革命
同志關押在裡面。廣州起義爆發以後，迅速把這些革
命同志解救出來。
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輝的一

頁，在當時也極大震驚了中外反動勢力。起義發生
後，國民黨廣東當局糾集優勢兵力開始反撲，經過三
天浴血奮戰，起義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告失敗，被屠
殺的起義者達5,700多人。
如今，當年的指揮部舊址已經成為陳列展館，詳細

再現了廣州起義的籌備、經過和失敗後繼續抗爭的歷
史。
在陳列的諸多展品中，最有紀念意義的要數一條已

經褪色的「紅領帶」。據陳潔貞介紹，「紅領帶」是
廣州起義軍佩戴的標識。廣州起義爆發以後，起義軍
每個人在脖子上繫上這個標識，用來跟敵人區分。這
條布袋是其中一位戰士，在起義第二天召開的蘇維埃
起義擁護大會後，把
「紅領帶」以及牆上面
的標語一起帶回他的家
鄉，放在先人的骨灰缸
裡面，躲過一次一次檢
查，得以保存下來。

■新華社

■廣州起義軍佩戴的
「紅領帶」。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廣東省陸豐市
人民檢察院昨日下午通報，烏坎村黨總支書記
林祖戀涉嫌受賄。
通報說，2012年以來，烏坎村黨總支書記、
村委會主任林祖戀涉嫌利用工程項目建設管理
的職務便利，在民生工程項目發包等環節收受
賄賂，數額巨大，其行為已經觸犯刑法有關規
定。陸豐市檢察院經過3個多月初查，已於6
月17日對其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另據南方網報道，昨日下午在汕尾舉行的情

況通報會上，廣東省陸豐市政府常務副市長鍾
文管明確表示，對烏坎村村民反映的任何問
題，市委市政府將絕不迴避、絕不袒護任何
人，堅決依法依紀調查處理。
這位負責人表示，陸豐市委市政府按照

「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原則，依法依規解
決烏坎村土地問題，累計退還烏坎村土地
5,062 .73畝，目前對於與鄰村存在權屬界限重
大分歧的，市政府將繼續加大核定力度。如果
雙方仍然有爭議，應通過法律途徑依法解決。

林祖戀涉利用民生工程受賄

■烏坎村書記林
祖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內地五部門
日前發佈《中央行政單位通用辦公設備家
具配置標準》，7月1日起施行。
《標準》要求，涉密單位台式計算機配
置數量上限為單位編制內實有人數的
150%；非涉密單位台式計算機配置數量上
限為單位編制內實有人數的100%。價格
上限為5,000元（人民幣，下同），最低
使用年限為6年。
便攜式計算機(含預裝正版操作系統軟件)

配置數量上限為單位編制內實有人數的
50%。外勤單位可增加便攜式計算機數
量，同時酌情減少相應數量的台式計算
機。價格上限為7,000元，最低使用年限為
6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東四會警方誤抓疑犯有了進一步
進展。昨日凌晨，肇慶市公安局通報對
涉事警員及相關領導的處理結果，共有
6 人分別被行政撤職、記過和警告處
分。
通報稱，1月24日， 四會市城中街道
某酒店停車場發生一起因汽車倒車引起
的故意傷害案件。四會市公安局根據案
發現場的涉事車輛信息等初步調查情
況，錯誤將張某偉（男，內蒙古赤峰市
人）作為疑犯刑事拘留。後經進一步調
查排除了張某偉作案嫌疑，並依法解除
了刑事強制措施。

粵六警誤抓人被追責

國家航天局攻關空間機器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國防科工局總工程師、國家航天局秘
書長田玉龍昨日表示，根據中國航天發展
需要，國家航天局制訂了未來的空間機器
人發展路線圖。
他表示，未來中國將在空間在軌服務機

器人、月球與深空探測機器人、空間環境
治理機器人等領域，開展一系列共性和專
業關鍵技術攻關，使中國空間機器人技術
與應用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近日在福建福州舉行的中國海峽項目成
果交易會上，兩個拳擊機器人在小朋友的
遙控下比賽。 ■文 /圖：中新社

拳 擊 機 器 人

���#
��56�1�62��322�	R

���-	((�(���
���	R������;
�6�$	(�R���&
�+��	6�#����
R����:1		�$	
((:
��#7 6��
	��<���R

��2<��'1��
2�#2<		R�
<���3"���1
2<#�R(��66
�3"#����RR
�2�����60(
��6�R

�����'1		�
�(<�3"�R2�
���"�&����
���9R�����
���)))(���
�3"R��#���
6�R�

������#!0<�(�
�;�R2����	&!
"�0�(��(��	R
()�	60��*R"
+�"����&��R�
(�6�;�

���&��1'���:
�R56=%���6�R
�26�=;(�6�;R

�1*���5

■■繳獲的詐騙合同繳獲的詐騙合同。。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警方已對警方已對253253名疑犯採取刑事拘留名疑犯採取刑事拘留。。圖圖
為抓捕現場為抓捕現場。。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繳獲的作案繳獲的作案
工具工具。。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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