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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288元 返 305元 ，充
2000元返 6999元，真有这么好
的事？市民小李就因此中招，被
骗走了 2万多元。近来，针对诈
骗案频发的态势，思明公安分局
采用了“集约用警，梯次推进”
方式，
打击诈骗案件。
据了解，从 5月 20日至今，
思明公安分局赴外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专项行动，先后赶赴 8省
15市，清剿了诈骗窝点 17个，
破获厦门市民被诈骗案件 60多
起，抓获嫌疑人 19名，追缴赃款
14万余元。昨日，
思明公安分局
对外通报近期赴外打击诈骗专
项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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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小李在 QQ空间
看到有人发布返利活动的相关
信息。发布者称，其因和男友分
手，心情欠佳，想要给大家发大
红包，只要充 288元，就能返
305元，充 800元返 1000元，充
2000元能返 6999元。发布者还
贴出来一大堆返利截图，证明自
己所言非虚。小李看了很心动，
立刻充了 288元，对方马上返还
了 305元。
随后，小李又充了 3000元，
对方称 3000元的套餐没有了，

只有 4000元的。于是小李又充
了 4000元，对方又称返现系统
卡住了，
要再充 6000元。多次充
值后，对方就失联了。小李这才
发现自己已经被骗了 224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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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报警后，思明公安分局
立刻展开调查。针对近来诈骗案
高发的情况，思明公安分局由思
明刑侦大队牵头，采用“集约用
警，
梯次推进”的方式，
汇同案件
属地派出所组成抓捕组，赴外开

展抓捕行动。
思明刑侦大队诈骗犯罪侦
查中队民警张磊负责北线抓捕
行动。5月 22日，张磊出发抓
捕，分别在山东青州、德州抓获
两名嫌疑人。
就在张磊实施抓捕时，小李
的案件有了突破。研判组查出了
嫌疑人高某身份，张磊又立刻追
到了陕西宝鸡，抓获了高某。经
过突审，高某交代了两名上家的
身份信息。
经过研判支撑后，张磊又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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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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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i jklm夫妻两人捡到手 信提醒所消费的超市查询，很快
确定了一对夫妻，
有很大嫌疑。通
机，
不仅不归还失主，
反而盗刷失
主的账户金额，
最终因贪小便宜， 过“一标三实”采集数据，这两名
嫌疑人的身份被警方掌握，分别
把自己送进了拘留所。昨日，
记者
为陈某源 （男，
33岁）、陈某金
从集美后溪派出所了解到，这对
33岁）。
夫妻已被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 （女，
原来，陈某夫妻两人长期在
一步侦办中。
后溪以摆摊为生。6月 5日晚，
丈
“短信提醒我在超市消费了
夫陈某在收摊回家时，在公交站
900元，
可我并没有去过啊。”褚
附近捡到一部手机，陈某兴奋不
女士报警称，自己微信账户余额
已。回家后，
陈某仔细研究了这部
被人盗刷。账户被人盗刷，
褚女士
手机，发现 这部 手 机微 信里 有
怀疑跟自己丢手机有关。
900元余额，而且手机并没有设
6月 5日，褚女士在后溪镇
置任何密码等，于是把这一好消
某公交站乘车时，不小心弄丢了
息告诉妻子。
自己的手机。经过几次寻找无果
妻子陈某和丈夫合计，不如
后，
褚女士只好重新购买手机，
而
两人便在附
就在她拿到新手机进行设置时， 去购物试一试。于是，
近某超市内购买了草席、水果、牛
突然收到银行发来短信提醒，称
奶及其他生活用品。直到该账户
其微信绑定银行账户连续消费两
次，金额分别为 684元、
222元。 内余额不足 1元后，陈某夫妇二
人才回家。
这让褚女士很是郁闷。

获了案件的另外两名嫌疑人，串
并出 30多起案件，涉案金额 20
多万元。随后，研判组又发来了
另一起案件嫌疑人牛某在陕西
宝鸡的落脚点，张磊又马不停蹄
地赶赴抓捕。
这样的集约用警模式发挥
了极大的作用。从 5月 20日至
今，思明公安分局民警先后赶赴
8省 15市，清剿了诈骗窝点 17
个，破获厦门市民被诈骗案件
60多起，
抓获嫌疑人 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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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磊顺利抓捕嫌疑人的背
后，是一张抓捕“线路图”的有效
支撑。
据了解，今年以来，思明公安
分局不断推动小案快打，成立了
“小案快打”合成研判组，提早介
入调查。“以前小案件主要由派
出所办理，人力物力有限，调查进
展较慢。现在由研判组统一研判，
串 并 案 件 ，为 破 案 找 寻 更 多 线
索。”民警说道。
多起案件研判完成后，研判
组会制作一张抓捕“线路图”。抓
捕民警根据“线路图”和及时研
判情况，采用“集约用警，梯次推
进”方式。即刑侦大队民警带领属
地派出所民警抓捕到嫌疑人审讯
后，由该案属地派出所民警将嫌
疑人押解回厦门。刑侦大队民警
会同另一起案件辖区派出所民警
赶赴下一个窝点抓捕，以警力最
小化成本实现打击效果最大化。
此外，
集约用警模式不仅提升
了打击质量，
也有利于追赃。民警
表示，
这些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厦门
市民，案值虽小但同样受到重视。
“有案必查，有线索就打击，积极
追赃，
能及时挽回群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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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被警方抓获，陈某夫妻
二人才从贪小便宜的兴奋中回过
神来，
对自己的行为很是后悔。目
前，两名违法人员已被集美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

AKReLM NOP QR
S nUop趁着假期，王某荣坐
大巴来厦门旅游，谁知刚到厦门
一天，
就被警方抓获。近日，
金山
派出所依托“一标三实”快速抓
获一名网上在逃人员王某荣。直
到被抓，王某荣仍不知自己已被
网上通缉。
近日，金山派出所根据线索
摸排获悉，疑似网上在逃人员王
某荣在辖区内出现。民警陈德福
随即带领队员朱鹭翔等人到场
排查。因小区居住人口多、各行
店面穿插其中、人员成分复杂，
一一排查起来无异于大海捞针，
需要耗费大量警力和时间。
正当排查工作陷入瓶颈时，
社区队队长、金山社区民警郑志
明闻悉该嫌疑人籍贯广西，并提
出在“一标三实”入户采集中，
附近有家机电设备公司里的多
数从业人员的登记均为广西籍，
嫌疑人极可能到该公司寻亲访

友或者谋求工作。
于是，民警对公司内人员逐
一进行身份核查。正当民警排查
到公司二楼时，二楼的一个角落
里一名男子极力躲闪。面对民警
的盘问，男子自称姓黄，神情慌
张、
言语含糊。
在进一步排查中，民警发现
男子手机中的一张考勤打卡照
片上，
写着“王某荣”。面对这一
证据，该男子无法自圆其说，承
认自己是王某荣，但不知自己已
被网上通缉。
据王某荣交代，久闻厦门是
个旅游城市，所以趁着假期从外
地乘坐大巴来厦，打算旅游后在
厦门找份工作。没想到，他才来
厦门不到一天就被抓了。
经查，王某荣因故意伤害于
2017年 8月被广西警方网上追
逃，现被羁押在看守所等待移交
广西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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