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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邦京 通讯员 王敬芳冤 近日袁
儋州市公安局继续对电信诈骗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袁 打击专业
队再传捷报袁 成功打掉两个诈
骗团伙袁抓获 7名犯罪嫌疑人袁
现场收缴作案工具一批袁 赃款
一万余元遥

去年 11 月 6 日晚袁 儋州
警方根据前期侦查掌握的情

报袁组织警力对兰洋镇南罗村
的电信诈骗窝点进行围捕袁现
场控制 16 人袁经核实袁其中 7
人分属两个团伙袁涉嫌以冒充
野中国好声音冶 栏目组客服人
员发布虚假中奖信息实施诈
骗袁现场收缴手机 8 部尧小轿
车 3 辆袁赃款 1万余元及银行
卡一批遥

经突审袁林某欢尧冯某峰尧

李某标等 7人对实施诈骗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袁 并交代了冒
充野中国好声音冶栏目组骗取多
名受害者数十万元人民币的犯
罪事实遥

目前袁犯罪嫌疑人林某欢尧
冯某峰尧杨某武尧吴某尧李某标尧
唐某帝尧庄某坤已被刑事拘留袁
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遥

冒充“中国好声音”诈骗数十万元
儋州警方抓获 7名犯罪嫌疑人

儋州警方召开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新闻通报会

抓获 239名诈骗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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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邦京 通讯员 王敬芳 摄影报
道冤19日下午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从儋州市公安局召开有关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
罪的新闻通报会上获悉袁2015
年 8月 14日至 1月 15日袁共抓
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239人
渊含协助外省公安机关抓获犯
罪嫌疑人 123名冤袁公安机关刑
拘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116
人袁 打掉地域性电信诈骗职业
犯罪团伙 25个袁端掉电信诈骗
犯罪窝点 28处袁侦破电信诈骗
案件 151 起袁 缴获赃款 46 万
元袁冻结赃款 2.1万元袁收缴野客
服冶 手机 158 部袁 银行卡 143
张袁电脑 44台袁小汽车 25 辆袁
自制枪支 1支等物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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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随即将掌握的情况逐级上报袁
公安部禁毒局将该案列为公安部毒品目
标案遥儋州警方随即组成专案组袁联合开
展侦破工作袁案件侦破工作得到了广东尧
广西警方的大力支持遥 经过艰苦细致的
排查袁专案组查清了谢某的上线尧进货渠
道尧运输路线等关键信息遥掌握了该贩毒
团伙的情况后袁 专案组决定适时收网遥
2015年 11月袁 谢某因为吸毒被临高警
方收押袁去年 12月初袁谢某被释放后开
始组织指挥团伙成员联系广东的 野新东
家冶黎某进野货冶遥 2016年 1月 6日袁前方
侦查员传回最新消息袁 黎某已联系货源
并商谈好价格袁 谢某立即安排团伙骨干
准备野货款冶交接并运回海南遥 专案组立
即赶赴广东湛江尧徐闻进行堵截抓捕遥

1月 8日袁 两辆嫌疑车辆一前一后
进入徐城收费站袁 在徐城收费站的大力
配合下袁 抓捕队员迅速上前将车内的谢

某尧黎某等 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袁起获毒
品 18公斤袁收缴毒资 2.4万余元遥 与此
同时袁海南战场随即展开抓捕袁成功在海
口尧儋州两地抓获贩毒团伙成员 7人袁缴
获毒品 5.4公斤袁毒资 4.1万余元遥当晚袁
专案组将谢某尧 黎某等 4名嫌疑人押解
回儋州遥 随后袁专案组乘胜追击袁先后在
琼粤两地将黎某的上家陈某及符某等 5
人抓获袁收缴毒资 5.1万余元遥
至此袁该起历时 10个月的公安部毒

品目标案全面告破袁目前袁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审理中遥

儋州警方跨省大追捕抓毒枭 名
系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追踪 10个月 缴获毒品 23.4公斤 抓捕场面惊心动魄

商报全媒体讯渊数字记者 郑
邦京 通讯员 王敬芳 摄影报道冤1 月
19日上午袁 儋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通
报会袁通报了该局有史以来侦破的一宗最
大毒品案件遥据悉袁儋州警方经过 10个月
的缜密侦查袁于近日成功侦破一起公安部
毒品目标案袁抓获贩毒嫌疑人 16名袁缴获
毒品 渊K粉尧 冰毒冤23.4公斤尧 收缴毒资
11.6万余元袁扣押涉案车辆 6辆袁管制刀
具 7把袁收缴粉枪 1支尧山猪炮 1枚以
及手机银行卡等作案工具一批遥

2015年 3月袁 儋州警方在侦查中发
现一条重要线索袁儋州籍羊某传有贩卖毒
品重大嫌疑袁民警随即开展侦查遥 在调查
中办案人员发现袁羊某传背后隐藏一个庞
大的贩毒网络袁该团伙以谢某为中心袁成
员较多袁身份复杂袁组织分工明确遥 围绕
谢某及其关系人袁 办案人员展开了一系
列调查袁随着调查的深入袁谢某及其同伙

构成情况及脉络逐渐清晰遥 据调查袁谢某
曾因吸食毒品尧抢劫尧盗窃尧故意伤害等多
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袁2014年 4月出狱后袁
因没有经济来源袁 谢某决定重操旧业袁召
集狱友许某尧 林某等人做起了贩毒 野生
意冶袁由谢某尧许某尧林某等人筹集毒资袁谢
某负责到广东尧广西进野货冶袁然后由许某
等人贩卖给下线袁从中牟取暴利遥

警方顺藤摸瓜揪出一个贩毒网络

警方跨省抓捕16贩毒嫌疑人

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

多警种配合端掉野墩打村冶特大电信
诈骗窝点遥 2015年 8月 18日袁儋州市公安
局精心部署尧缜密侦查袁刑警尧特警尧边防支
队等多部门联合作战袁 成功端掉光村镇墩

打村涉嫌利用机票退改签为手段诈骗的窝
点袁抓获涉嫌犯罪嫌疑人 12人袁缴获作案
工具客服手机 28部尧手提电脑 6台尧小汽
车 1辆遥

与南京警方强强联手成功侦破秦淮
野7窑7冶特大电信诈骗案遥 2015年 8月 20日
凌晨袁儋州市公安局与南京警方强强联手袁
组织刑警尧特警尧边防支队尧西联分局等部
门 100名警力分别在那大镇尧洋浦开发区及

中和镇天堂村实施抓捕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6
人袁带破案件 20余起遥 成功侦破秦淮野7窑7冶
特大电信诈骗案遥 经突审袁犯罪嫌疑人交代
了诈骗 299.98万元的犯罪事实袁 并交代了
20余起其他网络诈骗案遥

开展围捕大行动成功捣毁电信诈骗
犯罪窝点遥 2015年 9月 8日凌晨袁儋州市公
安局组织近 300名警力对电信诈骗窝点相
对集中的南丰镇南茶村展开围捕行动袁共

抓获涉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 30名袁
现场查扣涉案小汽车 2辆袁电脑 14台渊台式
机 8台尧笔记本 4台冤尧手机 16部尧赃款现金
7.5万元袁网卡尧身份证尧银行卡一批遥

成功打掉西培农场美景村电信诈
骗团伙遥 2015年 9月 29日凌晨袁儋州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在相关警种密切配合下袁
对儋州西培农场美景村一网络诈骗窝点

进行围捕袁 成功打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袁
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袁 缴获作案电脑 3
台尧手机 6部尧小汽车 1辆遥 截止目前袁侦
破案件 5起遥

打击电信诈骗溯源查缉取得重大
突破遥 2015年 11月 30日袁儋州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组织专案组飞赴重庆开展落地
侦查袁在重庆警方的大力支持下袁12月 3
日在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云上旅业公
司抓获涉嫌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牟取
暴利的犯罪嫌疑人彭某渊男袁24岁袁重庆

市潼南县人冤袁并依法扣押了彭某在公司
获取信息的电脑尧硬盘尧手机尧银行卡等
证据遥经审讯袁彭某交待了其利用在云上
旅业从事网上订机票业务的便利袁 非法
获取旅客订票信息 5万余条袁 以每条 12
元卖给他人非法获利 40多万元的犯罪
事实遥

银缴获的毒品等赃物赃款

银在广东徐闻抓获犯罪嫌疑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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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缴获的脏物与作案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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