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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陌生人联系您，自称
是“六合彩公司”内部人员，要
给您提供特码，您可要提高警惕
了，
因为对方极有可能是骗子！
6月 1日，市公安局特勤大
队联合属地各公安分局刑侦大
队、海沧钟山派出所，对藏匿厦
门的 7个六合彩“特码”电信诈
骗窝点进行集中统一收网，抓获
嫌疑人 16名，缴获作案手机、电
脑等大量涉案物品。昨日，厦门
市公安局对外通报典型案件。
警方提醒市民朋友，凡是称
能提供彩票 “特码” 的均为诈
骗，
不要轻信，
以免上当受骗。此
外，参与“六合彩”“时时彩”等
赌博的行为已构成违法，厦门警
方将结合正在开展的深入打击
整治赌博违法犯罪 “清扫行
动”，
予以严厉打击查处。

需要先缴交3万元“定金”；几天
后，
“琳达”又称近期根据新规，
需要再交一笔4.
8万元“保证金”
才可办理签证。周女士一一照办。
6月初，
“胡海生”称之前有
位客户向公司投资了一百余万
元，而他拿这笔钱先去做了其他
项目；现在客户急着索要该笔资
金，如没及时还款，客户就要起
诉他。于是，周女士就向“胡海
生”汇款 8万元。就这样，
骗子用
一些话术和套路，骗走了周女士
15.
8万元。近日，周女士发现自
己受骗，
遂报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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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jkl今年 4月，厦门某公
司白领周女士收到某婚恋网站
推荐，与一名男子在线沟通。男
子自称叫胡海生，厦门人，并称
其妈妈和妹妹在美国定居，他在
新加坡某集团驻马来西亚分公
司当总经理。经过一段时间交
谈，
双方确定恋爱关系。
到了5月，
“胡海生”称要带
周女士到美国见家长，为能更加
顺利地办理相关手续，让周女士
联系一名叫“琳达”的美国人快
速办理签证。
“琳达”告知周女士

上个月，市公安局特勤大队
经过深度研判，发现在海沧某小
区有一处六合彩“特码”电信诈
埋伏等候的民警抓获归案。
骗窝点，房主吕某民及其妻子林
吕 某 民（38岁 ）与 林 某 霞
某霞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进一
步调查，民警初步掌握该犯罪团 （37岁）均为安溪人。目前，该
案件已移交海沧分局作进一步
伙的犯罪事实：林某霞在家中拨
打受害人电话，一旦诈骗得手， 处理。
吕某民则驾车至漳州等地取款。
!"
6月 1日 15时，特勤大队
!& O_`abcdef
联合海沧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对
吴 某 忠（47岁 ）及 其 妻 子
该窝点进行冲击，现场抓获犯罪
施某宾（44岁）家住 南山 路 某
嫌疑人林某霞，并搜查缴获作案
平时兼做“二房东”。不久
手机 8部、电脑 2部、银行卡 1 小区，
前，他们发现一些老乡做六合彩
张及账本 7本等作案工具，但未
见吕某民踪迹。因林某霞拒不交 “特码”电信诈骗，一时起了贪
念，
也跟着走上“诈骗之路”。特
代吕某民的去向，民警便在窝点
勤大队梳理筛查电信网络诈骗
附近设伏。3个小时后，外出回
线索，并依托市公安局指挥情报
来的吕某民刚到住处附近，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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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数据，很快就锁定了他们
的违法犯罪行为。
6月 1日，特勤大队联合湖
里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准备对该
窝点进行冲击。但在行动前，侦
办民警得知两名犯罪嫌疑人均
已回安溪老家。于是，特勤大队
民警决定蹲点守候，待嫌疑人返
回作案窝点后，
再进行抓捕。
6月 2日 18时许，两名嫌
疑人回到位于南山路的住处时，
民警快速出击，将犯罪嫌疑人吴
某忠、施某宾抓获，并在现场缴
获作案工具手机 1部、银行卡 7
张。
:$%#&;<<

骗取二十几万巨款后，谢某
K<R gLM opq rs
又开始花天酒地的生活。5月 21
LM tuv QRS 9Uwn今
日晚，谢某因醉酒驾驶被思明交
年 25岁的谢某，以打工为生，平
警查获，
并被依法刑拘，
与外界失
时为人高调，对外谎称自己父亲
去联系。小芳在联系不到他跟
是厦门某大型婚纱摄影公司股
东，每天开着租来的跑车花天酒 “谢叔”后，决定前往“谢叔”所
在法院核实自己的离婚诉讼，然
地。这样的生活纯靠打工赚来的
钱是远远不足以支撑的，于是， 而却被告知其案件并未被起诉至
法院。小芳如梦初醒，
立即报警。
谢某干脆放弃了在泉州打工的
海沧民警通过小芳提 供的
生活，
开始瞒着家人游手好闲。
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线索，发现
一次偶然的机会，谢某与许
小芳的这位网友并没有用其真
久未联系的 QQ网友小芳又取
实身份，所谓“法院院长谢叔”
得了联系。今年 3月，小芳在聊
也是虚构人物。而且，所有的线
天中透露自己想离婚，但苦于丈
索都指向了 5月 21日被思明警
夫跟法院“有关系”，离婚有点
方依法刑拘的危险驾驶嫌疑人
难。谢某立刻谎称自己认识某法
谢某。6月 7日 20时，
海沧警方
院院长，可以托关系帮她办理离
掌握已取保候审的谢某在同安
婚手续，还把院长“谢叔”的微
信号（其实是他自己的微信号） 区某大排档喝酒的信息。于是，
侦查员迅速出警，
将谢某抓获。
推送给了小芳。
经审讯，除小芳外，谢某还
此后，谢某一人分饰两角，
同时对七八名受害人，以认识各
以诉讼费、关系费、小孩抚养费
等理由要求小芳支付给“谢叔” 种关系可帮忙解决征地拆迁、民
间借贷等问题为由进行诈骗，涉
19万余元，
又让小芳再支付给他
案件
打理关系的红包费、律师费等 4 案金额超过 50万元。目前，
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万余元。小芳对此一一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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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钱包，钱包内有诸多现金和证
件，民警快速展开调查，及时帮
其找回钱包。前日，拿到失而复
得的钱包，当事人林某感激不
已。
6月 11日 17时，群众林某

（男，
56岁，厦门人，视力残障人
士）报警称，当天 15时 30分，
他从沙坡尾公交站乘 71路公交
车出行，在轮渡邮局站下车时发
现裤子右后口袋的钱包丢了。钱
包价值 5000元，且内有现金人
民币 5000余元、港币 2000余
元、美金 20余元、日元两三万

元、
新台币 3000余元，
以及身份
证、
银行卡、
购物卡若干。
接报后，通过查阅林某乘坐
的 71路公交车的监控录像，民
警发现，有一名老人发现掉落在
座椅上的钱包后，拿起钱包并在
轮渡邮局站下车。经进一步侦
查，民警掌握了该老人的个人基

本信息，并与老人取得联系。老
人承认其捡到林某丢失的钱包，
并愿意归还，还表示当时他把钱
包拿回家，是想让其在边检工作
的儿子帮忙查找失主后归还。
由于老人行动不便，前日上
午，
民警主动前往该老人的住处
拿回该钱包，并将钱包主动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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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手中。拿到失而复得的钱
包，林某感激不已，对民警连声
道谢；同时，林某还拿出 500元
交由民警，让民警代为转交给老
人，以对老人拾金不昧的行为表
示感谢。前日上午，民警将钱送
到老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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