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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静

利用网络刷单提高知名度是很多商家
的手段，但这也给网络犯罪提供了可乘之
机。桂林周女士就因轻信假微商客服，在
网上被刷走 8 . 9 万元。广西警方根据线索
成功起底这个藏在境外的诈骗团伙。 12 月
12 日，中越双方在凭祥对 21 名落网的嫌疑
人进行了交接，桂林警方将这批犯罪嫌疑
人押解回国。此前，桂林警方已从越南押
解回 11 名与该案有关的诈骗犯罪嫌疑人，
共从越南押解回国 32 名犯罪嫌疑人，在跨
国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方面取得重大战果。

今年 6 月 15 日，阳朔县的受害人周女
士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受到诈骗人员冒
充客服承诺高额返利让其进行网络刷单，
通过扫码支付方式被骗共计 8 . 95 万元。经
细致侦查，桂林公安机关发现该案所涉的
犯罪团伙藏匿于越南岘港市，作案频繁，
让中国境内受害人频频受骗，性质恶劣。
对此，在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的指挥协
调下，桂林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
案组，赴越南追查犯罪窝点，查找电信诈
骗犯罪嫌疑人。经过 3 个多月的艰苦努力
和不懈工作，专案组与当地警方进行了配
合侦查，在岘港市一举捣毁在此盘踞多
时、对国内群众大肆进行电信诈骗的 2 个
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32 名，同时缴
获大批作案工具。经初步审查，两个犯罪
窝点目前涉案 1400 余起，涉案总金额 700
余万元。

为抓捕诈骗嫌疑犯，桂林民警

“潜伏”境外 3 个月

“说不辛苦是假的，但把犯人都抓到的
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作为此次
公安部工作组中唯一一名来自桂林公安的民
警，粟欣为了该案在越南待了整整 3 个
月，对于此次境外办案，他颇为感慨。

“最难的是和越南警方各个部门、各个
警种都要沟通。所办案件一定要步调一致，
不然可能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前期要做大
量沟通工作。”粟欣说，因为中国警察在越
南没有办案权，为了将该电信诈骗团伙一网
打尽，他们前期与越南警方沟通做了大量工
作。

由于人力少、窝点多、工作交流多，办
案民警每天只能睡上几个小时。语言不通，
气候不适应，最难受的是饮食上的不习惯，
“从早到晚都是吃粉，感觉这辈子的粉都吃
完了。”在采访中粟欣打趣。因为工作关

系，粟欣 3 个月内只回了一次桂林，女儿
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时刻功课都没法辅导，只
能通过微信给女儿检查作业。

在将嫌疑人押解回国前，办案人员到越
南移民局派出所提取犯罪嫌疑人，逐个核对
身份，逐个编号，再逐个核查物品，所有民
警都一夜未眠。押解 20 多名犯罪嫌疑人回
国也让他们感到压力巨大。由于越南警方派
出的人手有限，中方的民警一人要兼顾几名
犯罪嫌疑人，还有大量的涉案物品要带回
国，如电话、路由器、电脑等重要证据，半
人多高的大箱子，足足装了十多个。

一辆本来坐 20 人的中巴，最后从嫌疑
人到民警挤了 30 多个人，再加上越南当地
道路状况不好，只能以每小时 50 公里速度
前行。押运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途不能停
车，所有人只能以面包充饥。

“这真是最漫长的 9 个小时。”粟欣
回忆，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煎熬，到了中国
的边境才让大家为之一振。当两批 32 名犯
罪嫌疑人全部被押解入境后，粟欣他们才松

了一口气。
据粟欣介绍，目前跨境打击电信诈骗

案还存在一些困难，比如两地法律不同，
办案时要按照对方的法律行事。此外，还
有风俗不同、跨国证据对接、对方欠缺办
此类案件经验等诸多问题，“所以每次境
外办案对办案人员都是一种磨砺和考
验。”粟欣说。

该团伙 32 人先后落网

在当天的交接仪式上， 21 名犯罪嫌
疑人被越南警方移交中方后，统一穿蓝色
马夹戴着头套，整齐登车入境。据了解，
这些嫌疑人多来自浙江、湖南、四川等
地，为追求高利，以朋友介绍朋友的方式
加入诈骗团伙坑害同胞。在越南期间，他
们为躲避打击，群租住在普通民房内并不
断更换租房地点，中越警方克服重重困难
将该团伙一网打尽。

据了解。今年以来，广西发生刷单

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300 多起、贷款类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5200 多起。桂林市发
生刷单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357 起，涉
案金额 736 . 98 万元；贷款类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 294 起，涉案金额 546 .39 万元，
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了逃
避警方的查处，这些团伙转移到境外搭
窝设点，冒充客服、贷款公司等对境内
群众实施刷单、贷款类电信网络诈骗。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这批
犯罪嫌疑人已被桂林市公安局依法刑事
拘留，后续侦办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展
开。加上前期工作组在越南其他省市抓
获移交的 11 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这次工
作组赴越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工作总计抓
获电诈犯罪嫌疑人 32 名并全部带回依法
打击处理。该案系桂林市公安局首次赴
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成功押解嫌
疑人回国处理，彰显了桂林公安机关对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重拳、零容忍的态
度。

涉案 1400 余起，押解回国 32 名犯罪嫌疑人

桂林公安首次跨国打击诈骗犯罪揭秘

本报讯（通讯员毛川琴 吴宪浩 记者张苑）近日，市妇
联、七星区妇联代表走进七星区人民法院，为该院授予“桂林
市妇女儿童维权岗”的牌匾。这是对该院近年来立足自身岗位
职责，认真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
提供充分保障的肯定。

据介绍，七星法院家事法庭自 2017 年成立以来，所受理
案件均为家事案件。其中以离婚案件、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
抚养纠纷及抚养费纠纷等居多，案件审理与妇女儿童权益息息
相关。离婚案件中，因抚养费、女方诉称遭到家庭暴力而起诉
离婚的情况颇多。为此，七星法院在每年“三八”妇女节来临
之际，组织法院干警进社区、街道宣传婚姻法律知识，为广大
群众尤其是女性提供法律咨询，效果良好。

七星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妇女儿童维权是一项长期
的、与时俱进的工作，法官们不仅要就案办案，还应当结合当
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全方位地充分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为辖区的社会稳定大局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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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黑恶犯罪 共建平安桂林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韦捷）近日，临桂区司法局组
织开展了一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活动，邀请英山监狱特警大队
警官为临桂区各司法所长及社区矫正协管员进行培训。

特警大队警官首先通过讲解 PPT 、观看视频、现场演示
等形式，向与会人员讲解了安全防范的相关知识、应对暴力侵
害时的技巧等。在随后的演练中，警官为参训人员传授了长短警
棍、护盾、钢叉等防护器械的使用要点及执法记录仪的使用方
法。参训人员还在警官的指导下，就如何应对工作中的突发状况
进行了“一对一”“二对一”等具体项目的模拟演练。

据悉，组织此次演练，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工
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能力，
为保障社区矫正安全稳定奠定扎实基础。今后，临桂区司法局
将继续坚持将主题教育活动与工作业务相结合，不断提升主题
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邓桂荣 赵艳军）近日，兴安
县第二小学组织该校 60 多名学生到该县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直观感受法律神圣，接受法制教育。

在参观毒品品种简介与危害的过程中，同学们仔细观察图
片，认真记录，了解毒品，认识毒品的危害。一幅幅触目惊心
的图片，一件件鲜活真实的案例，让孩子们心灵受到了极大的
震撼。此次参观让同学们受益匪浅，增强了法制意识，了解了
毒品危害，提高了明辨是非、自我约束、自护自救的能力。

据了解，兴安各中小学校每年组织开展消防和交通安全宣
传、法制教育课堂宣讲、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法制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手抄报宣传等活动，加强少年儿童的法制教育、
禁毒教育，帮助少年儿童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以及培养他们
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促进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

七星区法院被授予

“桂林市妇女儿童

维权岗”称号

临桂区司法局开展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兴安多形式开展

少年儿童普法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余作才 秦学 黄彦铭
记者张苑）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一起涉黑案件。涉案的三名被告因犯包
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出庭受
审。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敏担
任审判长，与其他两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
此案；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鼎立也出庭履
行职责。

据了解，这起案件涉及的三名被告都曾
是公安干警，他们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竟利用
职务之便谋取自身利益，犯下多种罪行。被
告人之一的卢某于 2012 — 2019 年间，先
后担任灵川县公安局定江派出所所长（以下
简称定江所）、灵川县公安局副政委、党委
委员、副局长等职务；被告人赵某于
2012 — 2019 年间，先后担任定江所教导
员、定江所所长等职务；被告人文某于
2012 — 2016 年担任定江所副所长。

据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在任职期

间，共同或单独实施单位受贿、包庇、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徇私枉法、容留卖淫等犯
罪行为。

2012 年 1 月，被告人卢某、赵某、文某为
解决定江所工作经费及民警福利等问题，决
定由社会人员韦某等代表定江所，去收取定
江镇卖淫店及散摆游戏机室的保护费。之后，
这笔保护费交给文某保管，几名社会人员从
中获得辛苦费。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三名被告人再次利用韦某等社会人员，多
次向经营者收取保护费共计上百万元。2013
年 10 月，卢某调离定江所，赵某接任定江所
所长。此后，赵某与文某如法炮制之前的做
法，收取保护费共计 90 多万元。

上述收受的保护费，部分用于定江所工
作开支，部分用于发放民警、协警福利，而
卢某、赵某、文某三人均从中谋取受贿款，
其中，卢某个人分得 20 万元，赵某分得 30
万元，文某分得 25 万元。定江所收受保护

费后，通过以罚代拘、通风报信、查处走
过场等方式，长期为辖区内的卖淫店、赌
博游戏机室、散摆游戏机等场所和人员的
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9 月，李某
勇黑社会性质组织（另案处理）在灵川县
定江镇卫生院附近开设卖淫店强迫未成年
人和妇女卖淫，每月定期通过韦某等人
向定江所交纳 2000 元保护费。被告人卢
某、赵某、文某明知该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辖区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仍采用通
风报信、降格处理、有案不立、查处走
过场等方式长期帮助该组织及其人员逃
避查禁，并放纵该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三被告人不依法履行职责，共同或
单独包庇、纵容李某勇黑社会性质组织及
其犯罪活动，致使多名未成年人和妇女长
期被该组织强迫卖淫，身心健康受到严重
摧残。

在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李
某勇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交纳保护费，在
定江镇开设的卖淫店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被告人赵某、文某继续采用相同方式长期
帮助该组织及其人员逃避查禁，并放纵该
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除此之外，被告人卢某还犯有容留卖
淫罪。 2012 年至 2013 年，卢某任定江
所所长期间，与三名社会人员在灵川县定
江镇先后开设两家宾馆，并要求定江所辖
区内的卖淫店到这两家宾馆开房卖淫嫖
娼。期间，两家宾馆每天至少容留 20 人
次卖淫。

在当天的庭审中，法庭围绕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控辩双方
对案件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针对案件
的争议焦点，法庭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的
意见。整个庭审过程正常有序进行。据
悉，该案将择日宣判。

我市法检“两长”同堂审理涉黑案
三名公安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出庭受审

▲桂林民警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批押解回国。 通讯员梁汗青 摄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王学秋)为密切和谐警民关
系，打牢群众工作基础，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统一安排部署，今
年以来，平乐县公安局扎实开展“千名民警进万家”大走访活动，
进一步提高辖区见警率，努力实现群众安全感、公安执法满意度
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满意度明显提升的“三提升”工作。

在“千名民警进万家”大走访活动中，县公安局结合平乐
县委、县政府年初部署的“五千问题大整改、万名干部下基
层”大走访活动，紧紧围绕扫黑除恶、信访维稳、脱贫攻坚、
村屯发展、社区居民服务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走访，切
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问题。

县公安局班子成员每月率领分管警种民警到派出所辖区，
组织党委政府干部、村街委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
和群众代表，定期召开警情通报会，通报辖区治安警情、案件
情况，征求社会各界对公安工作意见建议。共收集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问题共 25 条，县公安局党委将
问题逐一落实，要求各部门针对问题制定落实整改措施。

县公安局定期组织警力深入各乡镇圩场、集市开展大宣传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现场宣讲等形式大力宣
传安全防范知识。根据岁末治安形势，县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平
乐县工业集中区及金融部门，针对电诈案件多发情况，开展安全
防范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向企业员工宣传安全防范知识。

民警还深入各辖区中小学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们
受到扫黑除恶、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平安建设知识教育。

同时，民警深入辖区积极开展“进村入户”大走访活动，
梳理警情和案件情况，及时掌握辖区治安状况，收集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截至目前，该县公安局共走访群众 6000 余户，搜集各类
线索、意见 500 余条，召开警情通报会 90 次，案件回访
2000 余次，接受群众咨询 1000 余人次。

平乐开展“千警进万家”

大走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