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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警方侦破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涉及信息千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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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1日讯 冒充香港
富豪， 以帮家中长辈寻找私人
医生为幌子， 许诺30万年薪约
医生面谈。饭后却提出玩牌，受
害人遭“杀猪”莫名输掉10多万
元。警方介入调查后，揪出一个
诈骗团伙。

今日， 株洲天元警方通报
了相关案情。

应邀面谈兼职
医生输掉10多万元

事情要从今年5月底说起，
当时， 株洲某医院医生刘先生
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
是香港商人，家境殷实，因祖父
老家在株洲，想回家乡养老。身
患疾病需要定期检查， 想找一
个兼职的私人医生， 每个周末
上门给老人做检查即可， 年薪
30万元。

一开始， 刘先生以为遇到
了骗子， 但对方提出了面谈的
请求，想着兼职就有巨额回报，
刘先生心动了，便应邀去吃饭。

6月初，刘先生来到天元区
某饭店， 与他一同入席的还有
“香港商人”的4名朋友。他们身
着名牌西装，手持名包，戴着名
表，言谈举止间，都是上千万的
生意。其中两人是“香港富豪”，
另外两人则是“高官”。

酒足饭饱后，4人商量通过
打“大老二”定输赢，决定谁来
买单。刚开始，刘先生只是站在
一旁观看，谁知“香港富豪”输
急眼后便请刘先生上场帮忙转
手气， 结果刘先生不仅输掉了
身上6000多元现金， 还欠下10
多万元的债务。

直到出门后， 刘先生才意
识到情况不对，当即报了警。

设牌局，“出老千”
6人诈骗团伙落网

7月3日， 民警在湘潭将该
团伙6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经审讯，诈骗团伙于今年5
月至7月在长株潭多个医院利
用挂门诊，物色医生，打听其个
人信息。通过事先合谋，将自己
伪装成香港富豪等角色， 以聘
请私人医生的名义骗取医生信
任， 在饭局上诱使受害人参与
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牌局， 通过
“出老千”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
“杀猪”。

团伙在长株潭多地作案5
起，涉案金额高达20余万元。

目前， 警方已追回近10万
元赃款，6名嫌疑人均被刑事拘
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李彬

转手倒卖个人信息
非法获利50多万元

2018年12月初， 津市市公安
局网安大队民警通过网络巡查发
现， 租住在辖区内的男子李某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嫌疑， 网安
民警联合快警大队对其进行抓
捕。

25岁的李某是澧县小渡口镇
人，2018年8月以来， 通过QQ群、
微信、百度贴吧社交平台，向上线
购买包含姓名与手机号码对应的
个人信息，加价后转手贩卖。民警
在其电脑硬盘、QQ邮箱内发现了
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今年3月，该案被省公安厅列
为重点挂牌督办案件。 津市市公
安局迅速成立了“净网2019”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专案组， 专案组民
警迅速奔赴湖北、 广东、 上海等
地，将卢某、李某华、陈某、茆某、
胡某等缉拿归案。

澧县澧阳人吴某是李某口中
的上线。3月19日，吴某被抓。据其
交代， 其通过网上聊天认识了远
在深圳的“卢某”，并向其购买公
民个人信息后， 加价转手卖给下
线，非法获利50多万元。

民警从吴某作案的苹果笔记
本电脑中发现， 其存储有公民个
人信息共1737165条。 在李某的
QQ邮箱发件箱中还发现公民个
人信息49156条。

公民信息来自何处？
背后黑客浮出水面

数量如此庞大的公民个人信
息来自何处？ 一名远在深圳的黑
客浮出水面。

据卢某交代， 其手中的公民
信息是从一个叫路某的黑客手中
购得。“路某真实身份是深圳某网
络公司技术研发员， 月薪数万
元。”办案民警介绍，路某利用其
职业的特殊性， 使用研发中掌握
的技术破解多个网站密码后，非
法进入相关网络平台后台， 大肆
盗窃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6月29日， 经过4小时的摸排
蹲守， 民警成功在深圳市罗湖区
一公寓内将路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 路某对自己贩卖公
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其交代， 为获取钱财供其挥霍，
便想到利用自己的计算机技术攻
破各大网站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进
行贩卖，截至案发，路某非法获利
60多万元。而其攻击的对象十分广
泛，有网购平台、房屋中介公司、快
递公司等等，涵盖各行各业。

津市市公安局网安大队队长
周志刚介绍， 这起案件涉及20多
个省（市）公民相关个人信息1000
多万条。

截至7月10日，该案移送起诉
3人，批准逮捕4人，案件还在进一
步审查中。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下午 3 时,在本公司 701
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公车:
一、车辆基本情况:
号牌号码:湘 F8S158,品牌型
号 :帕萨特 SVW7183LJi,车
辆类型:轿车,注册日期:2008
年 4月 16日。
二、咨询和展示:2019 年 7 月 18
日-22日于岳阳市税务局。
三、申请报名:意向人请于 2019
年 7月 22日 16时前持有效身份
证明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
续,并预交竞买保证金:0.5 万元。
四、电话:0730-8675888(办)

8215160(市场监督)
15073078888(元)

地址:岳阳市金鹗中路 304 号中
环大楼 6楼

湖南创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2日

迁坟公告
因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
灰渣填埋场项目建设需要，拟新
征用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黑麋
峰村集体土地 472 亩作为项目
用地。 请位于桥驿镇黑麋峰村十
队、八队、园坡组、湾屋组、枫梅
坳组、螺形湾组在此项目范围内
坟墓的迁坟责任人，于公告登报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速与长
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灰渣
填埋场建设项目征拆指挥部联
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的
坟墓将视作无主墓，由建设单位
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征拆指挥部电话：
罗 军 13973194088
骆争峰 13975312108
王兴辉 15874884500
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人民政府

2019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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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焦大维和李瑶夫妇（湖南省长沙
县黄兴镇高塘村桂花树组）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凌晨在家门
口拾到一对龙凤胎，大约三四个
月大， 一个被蓝色抱被包裹，一
个被粉色抱被包裹。请以上弃婴
的生父母或其监护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处认
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弃婴。
联系电话：13574894467李

2019年 7月 10日

遗失声明
吉首市星火广告策划部遗失吉
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3
月 6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310160012308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保靖县森友养殖专业合作社
经决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彭万银，15107412668

注销公告
保靖县沅义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经决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金勇 15107412668遗失声明

长沙致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因韦文雅（身份证号：45022119
851213****）履行与弘高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KD0037223 的《融资租赁合同》
严重违约，特此告知：见本公告
5 日内请将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
金支付给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浏阳市北盛镇中心卫生院遗失
辐射安全许可证副本， 证号为
湘环辐证[A00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新军拓机电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蒋纲，电话：15111177198

遗失声明
常德华网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673597497D）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保靖县花井村华仔夜市店（税
号 92433125MA4Q1JK7XR）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
定额发票（伍拾元版），代码 14
3001613427，号码 63375101
至 633751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桥家垅官溪水电站电力有
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于 2011年 11月 22日核发
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号 G104
3022400020150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慕兰洁具商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1月 9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116007201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芦淞市场莫凤英二楼 29
号摊位遗失由株洲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8 年 8 月 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05600010204，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在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经股东
会决定本公司终止清算程序，
不再注销，继续经营，由此产
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
公司及股东承担。 特此声明。
长沙雨点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倩，
联系电话 15874909944

遗失声明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遗失空白营销员代理合同
6份，合同编号 20180112904、
20180112913、20180112919、
20180113003、20180113008、
20180113010、遗失空白 NAF合
同 12份，合同编号 20180125954、
20180125965、20180125973、
20180125978、20180125979、
20180126037、20180126041、
20180126048、20180126053、
20180126058、20180126060、
20180126065，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双牌县建筑工程公司驻蓝山县
德政保障性住房工程项目部遗
失邮政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5510-0100954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秀巴商业运营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减
至 8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
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
李燕群，电话：18007300666

减资公告
隆回县刘艳云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全体成员会决议向企
业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来资本 12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合作社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揖林，电话 17508496725

减资公告
岳阳世纪华联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 1000万元减至 200 万元，
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 联系人：万忠明 13873025699

作废公告
依据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 2018 )皖 01 执 1184 号之
三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
在陈秋梅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岳
麓区环湖路 777 号晟通牡丹院
一期 11 栋 3202 室的房屋 的
不动产权证号（20180330641）
和他项产权证 20180339088 一
并公告作废。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岳阳分站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6 年 11 月 17 日核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
00MA4L7F3A3G 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 年 1 月 6 日核发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编号:
1718010608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炎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
510016407501；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私章（陈钇安）；声明作废。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华年文化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与长沙梅溪湖文化管理
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协议，湖
南华年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长沙梅溪湖文化管理
有限公司， 长沙梅溪湖文化管
理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湖南华
年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存
续， 长沙梅溪湖文化公司的债
权债务由湖南湖南华年文化旅
游投资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
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
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湖南华年文化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莹，
联系电话: 13975152051
长沙梅溪湖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慧
联系电话:18229986116

2019 年 7 月 11 日清算公告
湖南中裕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何
井贵，电话：15827723229

港商30万年薪请私人医生？小心有诈！
医生赴约面谈遭遇“杀猪”牌局，莫名输掉10多万元

网络公司技术研发员化身黑客，破解多个网站密码后，侵入网
购、快递、房屋中介等平台，大肆盗窃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贩卖。

7月11日， 常德津市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涉公民信息1000多万条、非法交易金额200余万元。目前，路
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经检察机关审查和批准，分别移送起诉和依法
逮捕。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吴林芳 刘定朋 实习生 王孝清 袁馨婷

漫画：
警惕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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