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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摘帽行动”出动警力549名，到案102人，是海南公安史上投入警力最多、抓获嫌犯最多的一次专项行动

东方：电信网络诈骗嫌犯“清仓见底”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许多外地公安部门都到东方公安局来
要求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除了西藏
和新疆，全国各地的警方几乎都来
了。”东方市公安局副局长黎上超说，
各地警方都为同一件事而来：游戏币
诈骗！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互联网影响
渗透生活，利用网络平台实施的诈骗
日趋增加。

“这种犯罪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双
方之间不需要认识，不需要接触，就可
以通过网络平台和QQ、微信等网络

即时通讯软件进行诈骗。这种非接触
型犯罪，潜在的危害对象可以是所有
人，社会危害很大。”省公安厅刑警总
队大要案支队长吴天雷说。

据警方调查，东方市出现的网络
诈骗行为主要就是游戏币诈骗。诈
骗方式并不复杂，在这个诈骗链条
里，有“枪手”，有“金主”。大致的诈
骗套路是：由枪手在正规的游戏论坛
里发布虚假游戏币的交易信息，留下
QQ等联系方式，行话叫“打枪”，价
格会比正规充值渠道低得多。有的
玩家贪图便宜，就会联系“枪手”。之

后，“枪手”会转发给玩家一个由“金
主”提供的虚假游戏钓鱼网站，让玩
家注册登录。玩家在这个游戏网站
点开购买入口时会生成一个充值二
维码，玩家充值后，枪手会编造如服
务器充值超时、对方QQ被冻结等种
种理由实施诈骗。然后从“金主”那里
得到玩家充值金额的 70%-75%的

“回报”。还有一些诈骗不用通过网站
充值，而是由一个负责洗钱的“网络科
技公司”将收款的二维码直接发给“枪
手”，由“枪手”发给玩家。“枪手”通过
这种方式从公司获得的利益可以达到

玩家充值金额的82%-90%。
这类诈骗案件近几年开始增多，

大量的案件受害者发生在岛外，报案
在岛外。“成百上千的案件涌来，波及
面广、潜在的危害对象多、造成的社会
危害大，必须严厉打击。”吴天雷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

2017年11月29日，国务院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将东方市列为游戏币诈骗犯
罪重点地区，进行挂牌整治。东方成
为全国13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
地区之一。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当办案人员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嫌疑人时，他们大多惊慌失措，一脸
茫然。他们的年龄集中在16岁至25
岁之间，有的人被抓时还穿着校服。
但他们诈骗行骗多的十几万元，少的
也有数千元，可以在一周之内将骗来
的钱大把花光。“家长，你们生的小孩，
你们不管谁来管？”在东方市公安局
11月 16日举行的劝投退赃动员会
上，这样的一句话直击犯罪嫌疑人父
母的心灵。电信网络诈骗背后暴露出
来的教育缺失问题令人深思。

惋惜：
父母疏于管教 孩子步入歧途

东方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符

冠辉在第三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摘
帽行动”中与其他两名民警负责抓捕
编号为66号的犯罪嫌疑人。“这个年轻
人只有20岁。当我们向他出示刑拘证
时，他大惊失色，他的父母更是被吓得
发懵。但是他心里其实是明白的，警
方掌握了他诈骗5000多元的犯罪证
据”。符冠辉说，劝投退赃会上，他的
父母着急地赶来退赃，急切地想知道
会怎么处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中很多
是无业青年，也有部分是中专生、中学
生。这些孩子基本上不跟父母住在一
块，父母根本不知道他们实施了犯罪，
对他们也疏于管教。他们则用骗来的
钱上网、去酒吧和KTV消费。”东方市
公安局刑事侦查中队一中队中队长符
启智说，嫌犯的父母对这种诈骗行为
很反感很讨厌，在警方发出劝投令后，

他们大都带着孩子前来自首。
第三次“摘帽行动”到案嫌疑人

102人。21个审讯组不停地审讯了三
天三夜。

“他们外表跟普通孩子一样，只是
他们很多人拿的都是‘苹果7’或‘苹果
8’手机。到案后他们惊慌失措，眼神茫
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还有几位年轻女孩，大哭大
叫，她们认为自己没有行骗，只是帮男
朋友收钱，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违法
的。他们都处于青春期，犯罪将影响到
之后的人生。很可惜。”东方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张后喜说。

反思：
走错了一步，想参加高考

11月 22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看

守所里见到了19岁的张某，他是在
警方14日发出劝投令后，由父亲陪
着到东方市公安局自首的。他还是
东方市某中学高三理科班的学生，警
方掌握到他的涉案金额是3万元。

据张某透露，他在网吧上网时，
一个网名叫“来者是客”的人拉他
加入了一个 QQ 群，忽悠他当“枪
手”发虚假游戏币信息赚钱。他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每个月父亲只给
他 300元零花钱，但当“枪手”一次
就赚了 1.6 万元，当这么大的一笔
钱打入他的支付宝时，他当时就懵
了，在一周内把这笔钱挥霍一空，

“借给他人，还有吃喝玩乐，泡酒
吧。”他说。

张某说，今年以来他都在准备高
考，平时考试成绩有400多分。他的
理想是到省外的理工科大学读书。他

说，自己平时很少跟父母交流。有心
事也不会跟父母家人说。出事后，他
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来看望他，让
他好好反思，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
父母为他退了赃，安慰他说争取能参
加高考。“不该碰这个，走错了一步，心
里很难受。”他低头自语。

“不义之财来得快，在青少年之间
传播也容易，导致网络诈骗越来越猖
狂，让东方成了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一个重灾区。这股歪风，破坏了
社会风气，民愤很大。”符冠辉说。

“小时候偷针，长大后偷金。他们
在初犯时就被发现处理，性质不会很
严重，刑期也不会很长，知道犯罪的代
价，他们应该能好好思考以后的人生
怎么走！”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大要案支
队长吴天雷说。

(本报八所11月28日电)

东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年龄集中在16岁至25岁

痛惜！青春年华入迷途

东方加强源头把控
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
市公安局获悉，东方市今年组织开展的三次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摘帽行动”基本清空了当地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底数。游戏币网络诈骗手段，技术
很低，却能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危害，发人深思。

“防控重点在源头，不能‘割了一茬又来一
茬’，必须从源头上把控，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
东方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陈东说。

为让百姓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明白实
施犯罪诈骗行为要付出的代价。东方市公安局坚
持深入社区、学校、企业和城市广场等人员密集场
所，通过借助媒体宣传、张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提
示等方式，广泛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

东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以游戏币诈骗犯罪
为主，必须依靠电脑以及网络，很多诈骗是在黑网
吧进行的。对此，今年以来，东方依法取缔黑网吧
14家，依法查处违规经营网吧18家次，出台了
《东方市网吧安全管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成立
了东方市网吧安全管理整治专项领导小组。该方
案明确了严厉查处网吧违法接纳未成年人进入、
违规为上网人员提供合法身份证件上网、为不法
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上网便利等行为，坚
决取缔黑网吧。

据东方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东方
全市网吧实名登记录入率、准确率始终保持在
95%，源头防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工作成效显著。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市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
东方市还将进一步健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机
制，实现各部门、各行业齐抓共管、步调一致、综合
施策、共同治理；加强公检法司部门联动，加大打
击力度，实现案件快判、重判；尽快成立反诈合成
作战中心、电子数据勘查取证分析实验室，推动实
现银行与三大电信运营商进驻反诈中心合署办
公，通过警企合作，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企业
建立常态化协同作战机制，确保第一时间拦截、止
付、冻结被骗资金。

东方市培训文学骨干

鼓励更多人投入文学创作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符才丽）11月25

日上午，由东方西南风文学研究会、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文学研究基地共同举办的“东方市文学骨干培
训讲座”在东方市委党校举行。西南风文学研究会
全体会员、东方市各级作家协会会员、各中学语文
教师、文学爱好者等约120人参加了讲座。

据介绍，优秀的文学作品能激励人和鼓舞人，
东方市文化工作者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传递
了大量的正能量，为东方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
了较大的贡献。但是，东方市文学创作的步伐相
对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的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
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学创作力量，鼓励更多人投入
到文学创作当中。

当天的讲座由国家一级作家、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文学研究基地主任杜光辉主讲《文学的指向》。

杜光辉在讲座中说，文学创作应该关注人的
内心在社会巨大变革中的演变，抑制人性中的本
能自私、贪婪、奢侈等欲望，弘扬人类文明发展需
要的善良、互助、同情、克制等内心修养和不断地
完善社会的法律、规制、道德、舆论等外部力量，提
升人的自我约束力，引导人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
规范，由外部力量和人的内心修养共同构建和谐
文明的社会环境。同时，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
今天，人类为了满足奢侈的物质生活，不断地通过
高科技手段加大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江河、湖泊、
山脉、平原、草地、森林、空气，无不留下人类贪婪
的印记，生态恶化有目共睹，严重危及人类的生
存，文学应该关注地球生态的恶化，作家应该做保
护自然环境的呼吁者，用文学作品惊醒世人。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黄云鹏

2018 年 11 月
14日凌晨，公安部
温州研判中心、省
公安厅刑警总队和
东方市委、市政府
领导等坐镇东方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
一场精心准备了4
个多月的大规模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战
役第三次“摘帽行
动”在凌晨5时启
动。这次行动一开
始就创下海南公安
史上专项行动之
最：投入警力最
多。参与此次行动
的警力达549名，
从全省每个市县都
抽调了2名一线警
力驰援，东方市公
安局也从全市调派
警力参与行动，
105个抓捕组同时
出动，抓捕的目标
是105个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
即诈骗“枪手”。

东方市公安局的劝投令发布了
47名疑犯的身份证信息、家庭住址和
照片，产生了强大的社会震慑力。劝
投令发出的第二天，东方市公安局召
开了劝投动员大会，犯罪嫌疑人户籍
所在地镇、村干部和嫌疑人父母家人
参加会议。11月16日，紧接着举办
劝投退赃动员大会。

在劝投和退赃动员大会会场，犯

罪嫌疑人的父母家人基本到齐。这些
犯罪嫌疑人年龄集中在 16岁至 25
岁，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对他们的犯
罪行为不了解。“疑犯的父母对这种诈
骗行为很讨厌很反感，劝投和退赃立
见成效。”一名办案刑警表示。

劝投和退赃成效显著，劝投的47
名嫌犯中有44人自首。截至11月27
日，第三次“摘帽行动”锁定目标嫌疑人

105人，到案102人。创下了海南公安
史上专案行动另一项之最：是抓获犯罪
嫌疑人最多的专案行动。共破获了
800多起案件，74人退赃142万余元。

东方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陈东
说，今年全市组织开展三次集中打击
电信网络犯罪“摘帽行动”，实现了抓
获犯罪嫌疑人数量明显上升、破案数
明显上升，发案数明显下降、人民群

众财产损失明显下降的“两升两降”
目标任务。

“第三次摘帽行动，基本铲除了东
方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
犯罪嫌疑人‘清仓见底’，净化了东方
社会治安环境。”吴天雷说。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闻
报后批示：“战果可喜！再接再厉！”

(本报八所11月28日电)

据了解，对于国务院的挂牌督办，
从省委、省政府到省公安厅和东方市
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将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任
务来抓。为尽早摘掉重点整治地区的

“帽子”，东方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领导
小组，将打击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
项经费作为单列经费预算，给予上不
封顶的保障。

2018年4月27日和6月28日，省
公安厅和东方市以“摘帽”命名专项行

动，开展了两次抓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嫌疑人的集中收网行动。第一次“摘帽
行动”共到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39人，其中目标犯罪嫌疑人20人，依法
查封黑网吧2家；第二次“摘帽行动”共
到案犯罪嫌疑人78名，其中目标犯罪

嫌疑人69名，摧毁诈骗团伙8个，破案
200余起，查封黑网吧6家。

“第二次‘摘帽行动’抓了不少‘金
主’，但很多‘枪手’还未落网，需要进
一步展开收网。”东方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一中队中队长符启智说。

“105个抓捕组展开追击半小时
后第一拨报告发回，仅到案不到10
人。这些犯罪嫌疑人有一部分不在东
方。”吴天雷说，“大兵团作战，需要速
战速决。专案行动立即调整方案，调
用外市县警力去抓捕。”

东方市第三次“摘帽行动”足足准
备了四个多月，因为这是一场决胜之
战，收官之战。据警方介绍，准备工作
主要是摸清底数，“要知道每个疑犯骗
了多少钱，找到受害人，人案相连。掌
握他们的落脚点。”

这次行动也得到了省公安厅多个
业务部门、温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和
各市县公安局的支持。“任何犯罪都有
迹可循。”依靠传统人力情报和现代科
技手段，警方在行动之前就锁定了
105个“枪手”目标，并一一用编号对

他们进行标示。
截至14日12时，第三次“摘帽行

动”共到案58名犯罪嫌疑人。东方市
公安局当天即向未到案的47名犯罪
嫌疑人发出劝投令，督促这些犯罪嫌
疑人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新型犯罪潜在危害大 国务院挂牌督办

以“摘帽”命名行动 全力以赴打击网诈

开展第三次“摘帽行动”决胜收官之战

动员劝投和退赃 74人退赃142万余元 东方民警创作歌曲宣传禁毒

用艺术作品劝人远离毒品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从事禁毒工作8年，见
了太多家庭因亲人吸食毒品而破碎，东方公安局
禁毒大队教导员符冠辉自己创作并演唱了歌曲
《凋谢的罂粟花》，劝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歌曲
MV上传网络后，网友纷纷点赞“歌声优美，传递
正能量”“动听又动情，真棒”。

毕业于海南省人民警察学校的符冠辉今年
44岁，从警已有23年时间。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自2010年从事禁毒工作以来，看到了太多毒
品破坏家庭的痛心案例，其中有两件事始终在他
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件是，3年前的一天他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个
年轻人倒毙在八所镇海员俱乐部附近一处垃圾堆
旁，他赶到现场，发现这个年轻人因为吸食毒品过
量，上厕所时猝死，裤子都没来得及提上。死者的父
母赶到，见到这种惨状痛哭流涕；另一件是，东方市
禁毒大队和港务局刑警队的两名民警在抓捕毒贩
时，与吸毒人员扭打导受了外伤，后来发现其中一名
吸毒人员是艾滋病患者。“两名干警和他们的家人都
非常紧张，立即去进行治疗，导致其中一位民警8天
不能排便。所幸两人都没有被感染上艾滋病。”

符冠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前海南正在开
展禁毒三年大会战，平时就喜爱文学，经常创作诗
歌和散文的他，萌生了用创作艺术作品宣传禁毒的
念头。两个月前，经过精心创作，他录制了MV《凋
谢的罂粟花》，劝人远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毒斗争。
在MV里，他唱道：“罂粟花，罂粟花，多么美丽的
花，可是你却伤害了我幸福的家。爸爸呀，妈妈呀，
我错了，孩儿我真的错了，吸毒伤害了我，伤害了咱
快乐的家。我的青春年华也不明不白毁掉了
……”作品上传至优酷网、QQ音乐后，获得了众多
网友称赞。

① 第三次“摘帽行动”中，民警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

② 民警采集涉案犯罪嫌疑人信息。

③ 涉案人员家属上缴赃款。本版图片均由 通讯员 卢普松 摄

③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