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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深圳侨报记者 张臻
斐 特约记者 周锋）“谢谢你们，
不然我的钱就一去不复返了！”昨
日，意识到自己遭遇骗局的张某对
平湖派出所民警一再表示感谢，原
来，这是龙岗警方利用“反诈骗微信
群”帮助市民挽回损失的成功案例。

昨日 10时，平湖派出所“反诈
骗微信群”群友发出求助信息，说
其朋友张某一个人跑到宾馆开房，
可能遭遇诈骗，目前电话已打不通
了。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带领

“蓝马甲”队员火速赶往宾馆。

经了解，当天早上，张某同朋
友一起出门时，收到一个自称是上
海公安局刑侦队警察的电话，对方
称张某涉嫌洗黑钱，现要冻结其银
行账户。听这么一说，张某心慌
了，连忙解释自己没有做过错事，
希望对方调查清楚还自己清白。
随后撇开朋友独自跑到宾馆开房，
朋友拨打张某电话始终联系不
上。接到其朋友求助后，平湖派出
所民警带领“蓝马甲”队员赶到宾
馆，先是帮张某取消呼叫转移，防
止其他人也被骗，然后当面分析冒

充公检法的诈骗案例。经过民警
和队员的耐心宣传，张某这才意识
到自己遇到诈骗了，一再对民警和
队员表示感谢，及时为其挽回 3万
余元损失。

今年，龙岗公安分局立足信息
化时代诈骗新形势，在成立首个由
县区级公安机关成立的“反诈骗中
心”和“蓝马甲”专业防范宣传队伍
的基础上，从上到下组建了全区“龙
岗无骗”工作微信群，仅在上半年，
根据各类警情线索共拦截诈骗转
账66起，挽回经济损失1049万元。

“反诈骗微信群”帮市民避开诈骗陷阱

本报讯（深圳侨报记者 聂
朦 通讯员 苏晓东 潘子荣） 近
日，龙岗区人民法院对一个有类似
传销组织架构的诈骗团伙依法进
行审判，犯罪嫌疑人梁某等 7人因
实施多起网络诈骗分获有期徒刑
十个月至三年两个月不等，并处罚
金一万至三万元不等。

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犯
罪团伙名为广东太阳神公司，组织
架构分为五级，32人为一个团队。
每个团队有 3名四级中层管理者，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理，每个

“家庭”7-8人，拉一个人入伙便有
3432元奖励。犯罪嫌疑人（一般为
男性）首先通过社交软件中“附近
的人”等功能添加陌生男子QQ、微
信，再以年轻女性身份与对方进行
接触。待双方熟络后，犯罪嫌疑人
再伺机“告白”，明确表示想要与对
方成为男女朋友，期间若对方要求
视频或语音聊天时便找“家庭成
员”（集团其他女性）帮忙，以蒙蔽
对方。等到时机成熟后再以团伙
的形式编造骗局向受害人进行钱
财诈骗。

该法院查明，在该犯罪团伙
中，被告人梁某参与诈骗一起，金
额为18497.8元；李某诈骗五起，金
额为 39838元；吴某诈骗一起，金
额为 7600元；张某诈骗两起，金额
为 4400元；梁某荣诈骗两起，金额
为 37800元；温某诈骗三起，金额
为 17200元；张某蒙诈骗一起，金
额为 3600元。最终，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至
三年两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万至
三万元不等，同时依法向被告人追
缴赃款退还至各被害人。

伪装美女实施诈骗 7名嫌犯纷纷获刑

本报讯（深圳侨报记者 张臻斐）
10月 8日 11时 19分，坪地街道六联老香
新村一房子冒烟着火。接报后，坪地派出
所、街道专职消防队等部门立即赶赴现
场，成功处置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因
将电动车电池放置室内充电引发火灾，张
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十天。

“当时我正在房间，突然听到有人喊
着火，就立刻报警求助。”居民王阿姨回
忆。随后，消防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火灾扑灭后，客厅均已被烧毁，四周只剩
黑漆漆的墙面。经调查，起火原因为租客
张某将电动车电池放到客厅充电时，线路
故障导致着火。

据了解，租客张某在坪地一家企业工
作，上班前将电动车电池拿出来放在客厅
充电，结果 11点多电池发生爆裂引起火
灾，火灾发生时，张某妹妹正在家里睡觉，
消防员及时将其妹妹救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规
定，坪地派出所依法对张某的过失引起火
灾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十天。接下来还将
约谈追究房东责任。

电动车电池放置室内
充电引发火灾
一男子被拘10日

警方提醒：
电动车应在专门区域充电。

一旦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造
成恶劣影响的，相关责任人将面
临行政拘留处罚，情节特别严重
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最新扬尘污染防治“红榜”出炉
远洋新干线远洋广场项目夺魁

近日，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公布
了最新一期的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

“红黑榜”，榜单中，位于龙岗街道的远
洋新干线远洋广场12-13栋项目扬尘
污染防治工作成效突出，夺魁本期“红
榜”，成为在建楼盘项目扬尘治理工作
的典范。

众所周知，龙岗大道是龙岗区交通
的“大动脉”，其周边的在建项目是大家
关注的焦点。远洋新干线远洋广场项

目位于龙岗大道旁，从规划国土部门公
布的数据来看，该项目12栋A座是7层
的公寓，而12栋B座是25层的住宅，13
栋是33层的商业和办公。由于项目所
在路段人流、车流量大，因此该项目从
立项到开工，尤其是在防尘治理等问题
上受到市民高度关注。不过，该项目施
工方非常注重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在

“红黑榜”上的成绩一直不断攀升，主要
是特别注重泥头车的监管，不让泥头车

带泥上路。另外，工地还安装了TSP在
线环保监测设备，实时对空气质量进行
监测，也方便市民监督。由于保护得
当，虽然项目处于闹市之中，但周边群
众对项目施工都比较满意。

“很多项目在‘红黑榜’公布后都会
积极主动做好防尘污染防治工作，这就
证明我们这项举措是富有成效。”龙岗
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打赢深圳
蓝天保卫战，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从今

年3月份开始就大力持续开展建筑工地
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据统计，截至
目前，该局共出动 6713人，检查项目
1974项次，针对扬尘行为下发责令整改
通知书67份，下发责令停工通知书16
份，行政处罚6.4万元。接下来，该局将
重点督促存在问题的在建项目各责任
主体积极整改，继续启用冲洗设备、洒
水设备和环保监测系统，力争做到工地
防尘“七个100%”全覆盖。

“红榜”建筑工地（前10名）

龙岗区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2018年9月“红黑榜”

“黑榜”建筑工地（后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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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目名称
远洋新干线远洋广场12-13栋
建信天宸花园1、2、3栋工程

卓弘星辰花园（G08401-0098）1栋、卓弘星辰花园（G08401-0099）2栋
科尔达大厦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

龙沙路人行天桥工程
新天下（神舟）工业厂区百瑞达大厦二期工程

和成嘉业名园1-4栋住宅主体及5栋幼儿园施工总承包工程
招商银行金融创新大厦

中广核工程大厦1栋A、B、C座
龙岗智慧家园（二期）2栋、3栋

项目地址
龙岗街道
横岗街道
横岗街道
坂田街道
布吉街道
坂田街道
坂田街道

平湖街道街道
宝龙街道
宝龙街道

建设单位
天基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思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弘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尔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局
深圳市新天下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深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胜达建设有限公司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金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弘策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侨物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目名称
迎宾馆二号楼安全隐患整治工程

中骏云景华府1栋、2栋桩基础和主体工程
宝鸿华府桩基础工程

横岗街道部分路段消防栓及消防管网建设工程
国展苑1号楼二层装修工程

南湖金田加油站
农商公寓

民太安大厦项目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
文科园林总部大楼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

碧桂园观麓花园

项目地址
龙城街道
宝龙街道
龙岗街道
横岗街道
布吉街道
坂田街道
南湾街道
平湖街道
平湖街道
宝龙街道

建设单位
龙岗区建筑工务局

深圳泛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形家家居超市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湖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布吉支行

民太安保险公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碧桂园实业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深圳市深安企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桃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凯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梅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祥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骏龙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昊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厦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控地盘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建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