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群里推荐的股票都涨了
她购入却亏损6万余元

2019年4月15日，安化县公安
局接到市民邓某报警， 称其被以
投资股指期货为幌子诈骗6.8万
元。邓某陈述，2019年3月上旬，她
被朋友拉进一个炒股资讯群，该
群成员一直在群内免费推荐一些
股票信息， 并且推荐的这些股票
都看涨。

一个月后， 群内有人添加她
的微信，让其买卖期货和“恒生指
数”等，并要其下载了一个“博易
云行情交易系统”APP。 邓某信以
为真， 在该APP上面注册了账号，
并陆续向账号内转账6.8万元用于
炒期货指数。4月12日， 邓某发现
APP内的股票指数与实际不相
符，账户内亏损60000余元，且余
额不能提现， 这才意识到已上当
受骗，于是赶紧报警。

案发后， 安化县公安局第一
时间抽调专门警力进行侦查。通
过对成百上千的银行流水进行分
析， 办案民警发现涉案金额达到
千万余元，受害人遍布全国各地，
人数达到百余人。

警方查出诈骗团伙
受害者遍布全国

专案组成立后， 侦查民警迅
速对盘踞在长沙、湘潭、娄底、宁
乡的诈骗团伙开展深入调查。通

过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诈骗“套
路”完整清晰：先是通过在各大投
资微信群添加人员， 并经营微信
小号， 后以女性微信号添加受害
人为好友后进行诱导性聊天，在
取得受害人信任后， 诱使受害人
到虚假交易平台注册账号、充值、
投资。前期如果受害人投入较少，
后台就操作让其先盈利并返现，
当受害人将大量资金注入后就通
过后台操作使其亏损， 达到骗取
受害人本金的目的， 然后由专门
的地下钱庄将资金转移。

经过40多天的连续奋战，5月
29日， 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侵财
支队、 益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等
单位的统一协调指挥下， 安化县
公安局组织80余名警力， 分赴长
沙、湘潭、宁乡、娄底同时收网。经
过3个多小时紧张行动，现场抓获
涉案嫌疑人58人， 收缴作案手机
200余台，电脑40余台，银行卡50
余张，手机卡、流量卡300余张，电
话座机40余台。

经审讯查明， 从2018年年底
开始，以邹某、刘某、曾某某等人
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着手利用股
指期货交易平台实施诈骗。 该团
伙以证券公司为幌子， 以微信诱
骗为途径，以投资股票、股指期货
为诱饵， 以虚假平台模拟交易为
手段，骗取受害人投资炒股。截至
案发， 该犯罪团伙通过此种手段
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 受害人达
到1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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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推荐的股票都涨了，她购入却亏了
益阳安化警方破获特大电信诈骗案 涉案资金上千万，刑拘54人，被骗者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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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湖南百公
里”、“走娃” 品牌 VI 设计项目向社会公开招
标，特邀具有相关资质和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
投标人参加投标。
★投标人资质：

1. 投标人可以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单位）、合伙企业、自然人。投标人须按投标承诺
书的内容对本次投标的全部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2.具有优良的品牌 VI 设计能力和丰富的

VI 设计、运用经验。
3.能准确把握品牌文化，传递品牌精神，

拥有同类项目服务经验者优先。
领取标书截止时间：2019年 7月 19日 17:00
联系方式：邵女士 0731-84329074
报名地点：新湖南大厦 48楼投资经管中心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8日

品牌 VI设计招标公告

本报7月7日讯 “凿洞、‘复
原’、凿洞……花了整整4天，这嫌
疑人真够拼， 可惜心思没花在正
道上。”今天，记者从益阳市公安
局大通湖公安分局获悉， 该局破
获的一起黄金店被盗案中， 嫌疑
人周某虎为盗窃金店不被发现，
花4天时间深夜凿洞、制作“复原”
假象。

5月12日，位于益阳市大通湖
区河坝镇五一路的某黄金店价值
8万余元的黄金首饰被盗。 民警
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发现犯罪
嫌疑人在该黄金店与一商店杂物
间共用的墙壁上凿了一个直径约
半米的洞，通过该洞进入被盗现
场实施盗窃。“嫌疑人作案手段
罕见， 且具备很强的反侦查意
识， 现场未遗留任何有价值的物
证痕迹。”

案发后， 大通湖公安机关立
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了专案组，

在益阳市公安局刑侦、 网技等部
门支持下，通过走访群众、反复调
阅案发现场周边门店视频监控，
确定嫌疑人为周某虎。据了解，48
岁的周某虎是益阳安化人， 曾因
盗窃两次被判处有期徒刑。

6月15日，专案组在益阳市城
区发现了周某虎的踪迹， 在朝阳
警方的大力协助下， 成功将其抓
获归案。 经审讯，5月8日至5月12
日， 周某虎每天深夜潜入黄金店
旁边的商店杂物间， 利用工具挖
凿墙壁数小时后， 将挖出来的砖
块带走，并对现场进行还原。

5月12日凌晨，周某虎将墙壁
凿穿，从洞内潜入黄金店，撬开展
柜偷走价值8万余元的黄金首饰，
随即逃窜至益阳市区， 将黄金首
饰熔化变成金块进行分散销赃。
目前，周某虎已被逮捕，被盗部分
熔化金块已被追回。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胡紫鑫

深夜“炸街” 的“飙车
党”，一直都是广大市民深恶
痛绝的现象。近日，长沙市天
心区警方根据市民的线上举
报线索， 扣押5辆摩托车，治
安拘留2人。7月7日，长沙警
方通报了相关情况。

线上举报“飙车党”
警方拘留2人

“摩托车轰轰的声音，吵
得人没法睡。”家住长沙市天
心区金桂小区的张女士告诉
记者，最近一两个月，每到凌
晨以后， 小区外面的马路上
总会有摩托车“炸街”，制造
的噪音经常把大家吵醒，严
重影响了大家的正常休息。

7月4日，张女士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 通过“星城园
丁”APP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举报。

收到举报后，“星城园
丁”APP自动将该条线索推
送至小区物业公司， 待物业
核实情况后， 随即向辖区派
出所天心公安分局桂花坪派
出所反映， 桂花坪派出所又
与天心区交警大队联动处
置。 通过视频卡口锁定了嫌
疑车辆和人员， 当晚联合出
动警力30人，最终在辖区一

网吧成功将集结完毕准备飙
车的5名嫌疑人抓获，当场扣
押摩托车5台， 截至目前，该
案已依法治安拘留2人。

“四不”问题线上举报
七成获处理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除噪音问题，居民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各类不安
全、不文明、不健康、不方便
“四不”问题，都可通过“星城
园丁”APP的“民众呼声”版
块反映情况， 公安机关和相
关部门都会第一时间处理。

截至目前，“星城园丁”
APP有效注册用户已突破
180万人， 市民群众完成巡
逻任务5.9万余次， 同时该
APP还收到群众反映的“四
不” 问题线索1.9万余条，处
理率达73.26%。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 需要广大群
众和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长沙
警方将积极落实举报奖励举
措， 同时对市民群众举报的
吸毒及交通违法线索等“四
不”问题加强落地查实。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吕彩宜 曹楚如

线上举报“飙车党”，当晚拘留两个人
“四不问题”都可在“星城园丁”举报

7月4日下午2点多，“星城
园丁”APP收到群众举报称，在
天心区芙蓉中路某酒店有疑似
吸毒人员。“星城园丁”APP收
到举报后， 自动将该条线索推
送至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110指挥中心迅速调度天心
区公安分局城南路派出所出
警， 同时将这条信息通报至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 民警通过蹲
点布控，于当日下午4点多钟将
违法行为人罗某斌抓获。

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 该起案件是长
沙警方首次通过“星城园丁”
APP吸毒举报功能抓获吸毒人
员， 举报者自动获得300元奖
励。

据了解，按照《长沙市举报
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
(试行)》的有关规定，市民通过
“星城园丁”APP举报吸毒线
索， 可直接获得单次最少300
元、最多5000元的现金奖励。

“星城园丁”上举报
获300元现金奖励

7月6日，记者从益阳市公安局获悉，经过一个多月的缜
密侦查， 益阳市安化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电信诈骗
案，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58人，涉案资金1000余万，受害人
数达150余人。目前，犯罪嫌疑人邹某某等41人被检察机关
依法批捕。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汤奕

凿洞盗金店，他边凿边“复原”

抓捕现场。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