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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温柔陷阱,按“剧本”诱导受害人在游戏平台充值消费

一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栽了！

海口市美兰区原副调研员
陈雁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罪

本报海口11月25讯（记者金昌波 习霁鸿）
海南日报记者11月25日从省检察院获悉，近日，
海口市美兰区原副调研员陈雁（副处级）涉嫌受
贿、滥用职权一案，由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向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雁
利用其担任海口市美兰区新琼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职务上的便利，在土
地房屋征收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国家公共
财产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海口 11月 25日讯 （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张天坤）以单身男性
玩家为目标，冒充女性制造“温柔陷
阱”，层层诱导其在游戏平台内充值
消费……海南日报记者 11月 25日
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一个利用网
络游戏平台实施诈骗的特大电信网
络诈骗团伙近日被该局成功打掉。

今年 9 月，市民张先生通过交
友软件认识了一位名为“楠楠”的
好友，两人很快发展为“恋人”关
系，开启了网恋模式。随后，“楠
楠”说她平时喜欢玩网页游戏，希

望张先生能陪她一起玩，处于“热
恋”中的张先生欣然同意。“楠楠”
发来一个网页链接，张先生点开链
接后在游戏里注册了账号，在“楠
楠”的陪玩下开始了通关之旅。“楠
楠”告诉张先生，她想要完成游戏
中的结婚任务，需要张先生充值。
为了完成结婚任务，张先生在游戏
里充值人民币 650 元，后在“楠楠”
的轻言软语下，张先生又陆续为

“楠楠”的游戏账号充值人民币
6500元。实际上，张先生已陷入了
诈骗分子挖好的诈骗陷阱里，与他

“网恋”的“女友”，通过设计好的话
术套路牵动张先生的心，再诱导其
在游戏中充值消费，逐步完成诈骗
行为。

海口警方在经过1个多月的前
期侦查后，于11月 13日，分别在海
口市龙昆南路汇隆大厦、文华路兴
力国际大厦、蓝天路名门广场、海甸
二东路炬鑫商住楼、龙华区苍东村
等地捣毁 5个窝点，共计抓获涉嫌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91人，缴获涉
案电脑124台、手机百余部、话术剧
本若干。

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以犯罪嫌疑
人钟某桓、钟某妙、叶某峰等广东廉
江籍人员为核心，在海口成立新势力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秒创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骏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等，以公司化运营，与游戏公司合作
负责分销推广，诱导客户在游戏内充
值后收取充值金额的 80%作为提
成。犯罪嫌疑人冒充女性通过社交
软件以婚恋为目的交友，推荐受害人
注册游戏账号，并根据设计好的剧本
诱导受害人在网络游戏平台为“女
方”大量充值消费，从中非法牟利。

该诈骗犯罪团伙组织分工明确，管理
层、人事、技术人员、业务员各司其
职，并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业绩考核
制度。自今年6月公司成立以来，该
团伙共实施诈骗行为数百起，涉案金
额300余万元。

海口警方提示，网上交友套路
深，即使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也
要提防五花八门的骗局，更不要轻
易相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以免
上当受骗。同时，年轻人网上应聘
找工作，千万要擦亮双眼，时刻保
持警惕。

驾驶“三无”船舶
撞人致死
肇事者获刑2年5个月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张冠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被
告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海口市
秀英区人民法院近日公开审理一起过
失致人死亡案，判处林某有期徒刑2
年5个月。这也是海南海警局成立以
来办理的首宗命案。

今年7月5日，海口海警局秀英工
作站接警称，有一名男子在西秀海滩附
近海域游泳时被一艘快艇撞伤，正在海
南省人民医院抢救。经初查：当日17
时许，林某涉嫌无证驾驶“三无”船舶擅
自出海，在西秀海滩附近海域航行时，
撞伤正在游泳的吴某，林某随即将其送
往医院抢救。当日20时37分，急救医
生宣告吴某抢救无效，临床死亡。

海口海警局秀英工作站7月6日
立案侦查，7月7日将林某刑事拘留，
7月19日执行逮捕。经法院审查：林
某无证驾驶“三无”船舶，未经报备擅
自出海，将船驾驶至离岸很近的游泳
人群中，在驾船转向时船体从正在游
泳的吴某身上驶过致其受伤死亡。犯
罪嫌疑人林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东线高速4车追尾3人被困
三亚消防紧急救援

本报三亚11月25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通彬）11月24日18时30许，三亚市消防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东线高速（三亚海棠区段）海
口往三亚方向林旺出口100米处发生一起4车追
尾交通事故，现场有人员被困。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发现，发生事故的前3辆车，
车上人员都已被疏散至安全地带，最后一辆小货车
受损严重，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副驾位人员以及
后座一名人员被困，其中副驾位人员和后座人员均
已昏迷，驾驶员意识清醒。消防员先将后座昏迷人
员抬至安全位置，随后对事故车辆进行破拆，将被困
驾驶员救出。随后，消防员使用液压顶杆将驾驶座
与驾驶台一点一点地撑开，成功将副驾位人员救出。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万城11月25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牛天宝）海口铁路公安处
万宁车站派出所近日抓获网上在逃
人员谭某，其因拖欠农民工工资160
余万元被贵州警方网上追逃。

据了解，当天民警通过侦查锁定
谭某的活动轨迹，随后便赶往万宁市
兴隆地区实施抓捕。经过近两个小
时的蹲守，在逃人员谭某出现，民警
前后夹击，成功将其抓获。

被抓后，谭某当即表示自己很有
钱，现在就可以结清拖欠的工资，并
随手掏出一张银行卡交给民警。民
警通过与开户银行了解后发现，其账
户上竟然有上千万元。对于自己明

明有钱却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
法行为，谭某表示自己只是一时糊
涂，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目前，谭某已被移交给立案单位
做进一步处理。

卡上有千万元却故意欠薪百余万
一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网上在逃人员在万宁落网

海口警方重拳打击制贩假证违法犯罪

捣毁6个制假窝点 抓获38名犯罪嫌疑人

时间：12月1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洪向华（中央党校督学、教授、博导，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讲座主题：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讲座地点：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欢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人员听讲！

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预告
2019年第41讲
（总第407讲）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董
鹏）制贩假证不法分子利用隐蔽的手
段进行制贩假证违法犯罪活动，以

“打游击”的方式逃避公安机关的严
密打击。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海口
市公安局龙华分局获悉，该局收到群
众的举报线索后迅速成立专案组，根
据掌握的情报线索，强力开展破案攻
坚，于近期捣毁6个制假窝点，共抓
获38名犯罪嫌疑人。

经过龙华警方近3个月的缜密
侦查，以王某强（男，33岁，湖北荆州

人）、罗某枝（女，48岁，湖北荆州人）、
李某娥（女，56岁，湖北荆州人）等人
为首的数个涉嫌伪造、买卖假证假章
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这些犯罪团伙一般都有比较明
确的分工，安排了专人在海口南大桥
周边揽客，有客人后再根据其需求带
到相应的制证窝点制证，证制好后再
让客户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取证，
从而规避直接交易的风险。”办案民
警介绍。

在准确掌握了犯罪团伙的违法

事实和证据后，专案组果断进行收
网。10月底，龙华分局抽调100名警
力，成立20个抓捕组，按照“挖窝点
打团伙”的打击策略，对制贩假证团
伙和窝点进行深入清剿。在连续3
天的紧张抓捕行动中，专案组分别在
海口市琼山区石塔村、龙华区龙昆上
村、美兰区白坡里等地分别打掉6个
犯罪团伙，抓获周某垓、周某成等33
名嫌疑人，其中刑事拘留22人，扣押
电脑、打印机等作案工具一批，伪造
的身份证30余张、各类证书15本、公

章30枚，半成品公章及空白证书等
原材料上万份。

随后，专案组趁热打铁，结合审
讯工作开展深挖调查，于11月5日
至7日期间，在美兰区某小区内抓获
5名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违法犯
罪行为的违法犯罪嫌疑人。经过调
查审理，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
事拘留，1人被予以行政拘留10日
的处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调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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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全球招聘笔试、面试完成

海聚四方英才 共谋江东发展
2813人报名，47人入围考察人员名单

同时，考虑到过半考生都来自省外。
为给考生节省时间，23日下午，数十名专
家组成的评卷团队就紧锣密鼓对所有笔试
考卷进行阅卷打分。笔试、面试环节均在
周末两天内全部完成，因此25日上午就
得以发布最终进入考察环节人员的名单。

“这次考试招聘的各个环节安排都非
常合理、效率非常高、服务特别周到。尤
其是差旅补助以及快速出成绩的措施，从
经济、时间上都为我们考生节省了成本、
减轻了压力。”来自江西的考生刘先生说，
通过这次考试，他也看到了海口干部们团

结高效、务实担当的良好作风。
“自贸港建设，需要飞行的速度和高

度、远航的广度和深度！”杨善华说，此次
招聘考试既是对785名考生的考核，更
是对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的一次“大
考”。“今天来的考生，未来可能就是我们

江东新区建设的主人。所以这次招聘是
向国内外有志于投身海南建设的人才，
展示城市形象的良好契机。我们要用最
真诚、周到的服务，赢得外界的信任，让
更多的人才投身到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中来。”

规划建设海口江东新区是建设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举措。海
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的成立是落实海南省
人民政府7月18日印发的《关于支持海口
江东新区发展的措施（试行）》的具体举
措，该局实行“法定机构+市场运作”的治
理服务模式，负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运
营管理、招商引资和制度创新等，加挂海
口临空经济区管理局，实行一体化运作。

参照海口市公务员3倍及以上薪酬
发放、可申请享受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或购
房补贴、无国籍及身份限制……今年10

月30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面向国内
外公开招聘35个工作岗位的公告一经发
布，便引发巨大关注。

本次招聘的35个岗位大多专业性较
强，对人才的年龄、专业和工作经验都有
精准要求。在要求甚为严格的报考条件
下，竞争依旧非常激烈。数据显示，此次
考试报名人数达2813人，通过资格审查
964人，实际到考785人。

在实际到考人员中，共有美国、英国等
外籍和港澳台同胞6人，硕士研究生270
人、博士18人、博士后2人，省外到考人员

396人，占50.4％。党政办公室主任一职最
终入围考试的人数最多，比例达到111：1。

“此次报名参考的考生整体素质非常
高，绝大多数是具有良好学历背景、国际
化视野和自贸区、自贸港实际管理经验的
复合型人才。”海口市委深改办（市自贸
办）常务副主任、江东办副主任杨善华介
绍，在报考考生中，既有来自国企、上市公
司、投行的管理者，也有来自发改委、金融
办、商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其中
不少还拥有新加坡等自贸港或国内自贸
区的工作经历。

多位考生都表示，他们非常看好海
南，特别是江东新区未来的发展前景。报
考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一职的叶
先生，已在广州一家国企工作15年。“自
贸港政策为海南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我选择报考看中的不是待遇，而是海南未
来的发展前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先锋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标
杆和美好新海南的示范区，江东新区将成
为海南最具发展活力的地方。”叶先生说，
若能竞聘成功，他希望能和江东新区实现
共同发展。

此次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人才招考，
正值江东新区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加速推进之时，精准吸引人才对于江东
新区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高标准、
严要求的原则始终贯穿此次招聘考试的
各个环节之中。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此次公开招聘
的35个岗位均为管理岗位，因此要求考
生具有相对丰富的工作经验。令海口市

委深改办（市自贸办）副主任汪岩印象深
刻的，是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一
职共有45人报名，其中一半都是来自北
大、清华等高校的高材生。“他们的学历
背景都非常好，但有几个人因工作年限
还差几个月，所以在资格审查环节被‘刷
掉’了。”汪岩表示，此次未入围的优秀报
考者都会进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的人
才库，在管理局的后续招聘中，将第一时

间通知他们。
同时，为了坚决落实好此次人才招

聘工作的各项工作要求，海口市由一位市
委常委、副市长任组长，10多个部门工作
人员共同组成考务小组，旨在全力以赴完
成招考安全保密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这次招聘考试的考务保障全部参考
高考标准。”杨善华介绍，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在考点设置了考务组、试卷保管组、

播音组、视频监控组、保卫组、后勤服务
组、医疗卫生组和考点办公室的“七组一
室”，10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全部参与其
中，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同时，此次的考卷是由命题专家组专
门命制的，并根据不同岗位类型设置了不
同的考卷。为保证公平公正，此次考试的
命题人、监考人、阅卷人都由不同的专家
和学者担任。

为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还推出了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
护考服务。

“雁南渡，笔落龙蛇走；过江东，才展山川
秀。——江东管理局欢迎您！”23日上午，笔
者在海南侨中考场周围的多个酒店都看到了

这样的欢迎标语。据了解，为做好此次考务
工作，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在机场、车站和
考场周围的酒店都设置了考生咨询处，方
便考生及时了解考务信息。而考生持准考
证，还能在海口的景区，考场周围的酒店、餐
饮店享受折扣优惠。此外，进入面试的外地

考生还可享受3000元内的差旅补贴。
此次考试还创新实施了现场容缺先考

后审核制度。“23日上午的考试，有5名考
生忘带准考证，5名考生忘带身份证。忘带
准考证的考生，我们提供电脑现场下载打
印准考证。对于忘带身份证者，我们核对

完基本信息后，让考生签承诺书，允许其先
进去考试，结束后再作审核。”汪岩介绍。

笔者同时了解到，23日上午有1名考
生开考后才发现自己走错考场。为了不
影响其他考生答卷，考务组还专门为其设
了1间考场进行考试。

速度快 3天内公布考察人员名单

暖服务 暖心护考让考生倍感关怀

高标准 招聘具有国际视野、实际管理经验复合型人才

严要求 10多个部门定岗定责保障考试

11月23日至24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全球招聘的笔试、面试在海口市海秀路59号海
南华侨中学高中部举行，掀起海口高端人才引
进新热潮。在报名参加考试的2813人中，有
785名考生通过资格审核并参加了笔试，203
名考生进入面试。25日上午，进入考察人员的
名单公布，共47人入选。

高起点高标准推进江东新区建设，必须要
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积累不同领域的高层次专
业型人才资源。此次招聘旨在精准面向海内外
招聘一批具有全球化、国际化视野，有较强改革
创新能力的国内外各类高端人才，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撑。

同时，此次招聘考试中，海口江东新区管理
局推出的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护考服务也让
考生感到关怀备至，在展示江东新区良好形象
之余，更向外界传递出海南广纳人才、求贤若渴
的决心。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招聘考试现场。
（策划：其月 撰稿：思嘉 曹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