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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认购
“内部车位”
？
竟是非法集资骗局
珠江时报讯（记者/程虹 通讯
员/李汝波 程骁）近期，一男子“空
手套白狼”
，虚构出
“内部车位”
认
购的信息，骗取 10 余名群众钱
财。南海公安接到群众报案后经
缜密侦查，将嫌疑男子陈某耀成
功抓获，从而破获了该起非法集
资案件，初步认定涉案金额高达
330 多万元，
“ 飓风 2017”专项打
击行动工作再立新功。

豪赌欠债后虚构
“商机”
前不久，从事房地产中介的
陈某耀因参与网上赌博，前后输
掉 200 多万元并背上了巨债。赌
债缠身的他利用自己的从业信
息，得知桂城某小区仍有少量车

位未向外销售。随后，他编出一
套谎言，称其手头掌握着这批市
场价格在 17 万到 20 万元的待售
车位，
可以用 15 万元左右的
“成本
价”
提供给中介，每出售一单便可
得抽成12000余元。
陈某耀将这条精心炮制的信
息向桂城某地产中介散播。见
“抽成”
可观，且容易出手，信以为
真的中介公司立即向客户推出了
这批
“车位”
，
多位买家批量购买。
5 月中旬，代售的中介公司
联系到 6 位买家对桂城某花园的
13 个地下车位进行认购。陈某
耀从网上打印虚假合同、伪造各
种公章，骗取客户购买车位款项
达 166 万元。所得款项除用于还
债外，剩余部分继续用于网上赌
博并输光。

带人
“实地考察”骗诚意金
5 月 15 日，陈某耀联系老客
户符某、李某推介其他“投资项
目”
，称掌握狮山某小区大量地下

警方破获
一起非法集资
案，涉案金额高
达 330 多万元

车位的销售权。随后，他故技重
施，
称该楼盘车位的市场价格为 8
万到 9 万元一个，
而内部销售价才
5 万元一个，
买家只需一转手就能
获利 2 万到 2.5 万元。同时，如果
三个月转售不出去，还可以按合
同保底条款给予每个车位 7 万
元。为取得买家信任，陈某耀甚
至还带着客户实地考察地下车位
的具体位置。
在陈某耀的诱惑下，符某、李
某两人当即认购合计 60 个车位，
并给予陈某耀诚意金20万元。

印章
“露马脚”骗局被拆穿
当陈某耀还在大张旗鼓蒙骗
他人投资的时候，此前为陈某耀
代售车位的中介公司负责人冯先
生发现，陈某耀所提供的专用章
与正规印章存在差别，有伪造印
章的嫌疑，遂要求陈某耀将客户
的购买车位款项全部退还，但陈
某耀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退款。
5 月 23 日，冯先生向南海公

漫画/李世鹏
安报警，并将相关线索提供给警
方。接报案后，南海公安高度重
视，将还在寻找买家的陈某耀抓
获归案。

经审讯，陈某耀对虚构投资
项目、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陈某耀已被执行逮
捕，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火灾现场警治人员发现有液化气瓶泄漏

治安队员徒手抱出滚烫煤气瓶
珠江时报讯（记者/程虹 通讯
员/陈斌）被火烧过的煤气瓶
“滋滋”
冒气，治安队员不顾危险，一把抱
起煤气瓶冲到屋外，
对其进行冲水
降温，终于化险为夷，这是近日发
生在狮山镇罗村城区的一个场景。
近日，
罗村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
罗村城区某小区一住户家中着
火。接到警情后，
正在附近巡逻的警
治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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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起火
房内有浓烟从窗户窜出，一女子
腿部被轻度烧伤。眼见浓烟越来
越大，屋内情况不明，救援刻不容
缓，民警立即组织治安队员疏散
围观群众，同时拿起楼道内的灭
火器冲入房内。
透过浓烟，
民警看见起火点位
于厨房灶台，
火苗正从那里不断窜
出。队员们见状，冒着刺鼻的浓

烟，奋力扑救，很快将明火扑灭。
在进一步清理火场时，
治安队员郭
炽华发现厨房内有一个煤气瓶正
不断
“滋滋”
冒气，
而气瓶在火中已
经烤了一段时间，
随时存在复燃的
危险，
一旦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危险当前，郭炽华没有犹豫，
他迅速上前关闭气阀，然后一把
抱起煤气瓶，冲到屋外阳台，对罐
体进行冲水降温。看到危险消

除，郭炽华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
才觉得右手臂火辣辣地痛。原来
被火烧过的煤气瓶温度非常高，
在搬离过程中，郭炽华的手臂已
经被瓶身烫伤。
郭炽华没有顾及自己的伤
势，而是马上帮忙将受伤女子送
上了救护车。经了解，受伤女子
是该屋住户，在做早餐使用煤气
时，因输气软管被老鼠咬穿导致

液化气泄漏失火。经诊治，女子
伤势无大碍。
警方提醒，
液化气输气软管及
接头在长时间使用后，
容易出现老
化、损坏等问题，引起液化气泄
漏。市民要定期对燃气灶具安全
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软管、接头老
化、损坏等问题要及时修复或更
换，特别是如果发现漏气现象，一
定不能继续使用，
以防引发火患。

珠江时报讯（记者/程虹 通讯员/
陈斌）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外出后
不知所踪，
警辅人员合力寻找，
最终将
其找回；老奶奶外出散步忘记了回家
的路，
治安队员辗转联系，
终于帮她找
到家人。近日，狮山罗村派出所的警
辅人员在巡逻中屡次帮助群众，上演
暖心故事。
7 月 12 日晚上 8 点，罗村派出所
接到群众陈某报警求助，称其患有轻
微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早上外出后一
直未回家，
担心父亲发生意外，
心里非
常着急。
接报后，
民警安慰陈某不要心急，
同时也意识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深夜
一人在外非常危险，如果不尽快找到
老人，很容易发生严重后果。民警立
即组织警辅人员分头在城区搜寻，经
过一小时寻找，队员终于在罗村城中
公园找到了陈某的父亲，并通知陈某
将老人接回家。
无独有偶，警辅人员们刚刚找到
老大爷，
就再次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罗
村佛罗路段附近铁路边发现一名疑似
迷路的老人，
老人独自在铁路边行走，
十分危险。
治安队长汤耀新、陈维富接到指
令后立即带领队员赶到现场，发现
一位老奶奶神色焦急，一直在附近
徘徊。经了解，老奶奶今年 75 岁，当
天外出散步时因走太远忘记了回家
的路。
为避 免 老 人 在 铁 路 旁 发 生 危
险 ，队 员 们 先 将 老 人 带 回 警 务 室 ，
然后再通过老人提供的信息联系
到其家人。不久，老奶奶的女儿代
某就赶到了警务室。得知母亲在
铁路旁徘徊那么久，代某连忙拉住
治安队员的手不断道谢：
“幸亏有你
们的帮助！
”
上了岁数的老人很容易出现记
忆力退化的情况，夜间单独外出时
很容易发生迷路，甚至引发安全意
外。警方提醒，有老人的家庭，家人
应尽量陪伴老人一起外出，或者让
几名老人结伴外出，如果有困难的，
要 提 醒 老 人 带 上 手 机 ，方 便 联 系 。
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绝
对不能让其单独外出，家人同时应
在老人衣袋中放置联系卡片，在衣
服里衬处写上联系方式等，以便老
人走失后，其他人能迅速帮其联系
家人。

梁心帮办

驴友疑似骗子 周伯旅行泡汤

贤鲁岛基围的
大坑填平了

“贤鲁岛基围上有一个挺大的
坑。”前段时间，里水居民欣姐在贤鲁
岛散步，发现了一个大坑，随后向本
栏目反映，希望本栏目转报相关单
位，把这个坑填补好，否则很容易让
游人中招。
接报后，记者来到贤鲁岛上，找
到了欣姐所说的大坑。这个坑面积
比较大，足以容下一个普通人，深度
约为 40 厘米。欣姐求助时说，到贤
鲁岛的大多是从外地来游玩的人，
他们通常只顾着看风景，很少会注
视路面情况。一旦落入这个坑，不
论是行人还是骑行者，都会一定程
度受伤。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
游客们都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把这个
坑填好。
当天，记者将情况转报给里水
镇水务所。水务所表示，由于这个
坑位于贤鲁岛基围上，必须尽快填
补，修复路面。第二天，由水务所安
排的施工人员带着材料和工具来到
贤鲁岛巡查，立即将大坑填平了，随
后还修复了路面。很快，求助人欣
姐来电告知记者说：
“ 那个大坑填补
好啦”，并赞本栏目和里水水务所办
事效率高。

民警提醒老年人，
外出旅游要尽量找熟悉的伙伴同行
梁心播报

★

老人外出迷路
警辅帮找家人

广东新闻奖好栏目

较早前，家住罗村碧翠豪城的市民周广利曾向本报粱心帮办栏目求助，希望能找到合
适的驴友，组队一起去杭州旅行。后经本报报道及微信公众号推送后，周伯认识了几位新
朋友，计划 6 月中旬之后出发，同时还不忘当面向本栏目道谢。
不料，近日本栏目再次接到周伯的电话，称这些“驴友”似乎有点不靠谱，一起旅行的事
情泡汤了。鉴于此，本栏目采访了罗村派出所和当地社区居委会。两单位提醒老人，找驴
友组团要谨慎，最好是同自己熟悉的人一起外出旅行。

▲

周伯
网络求助和报料可通过
微信和微博：微信网友添加
公 众 账 号“ 珠 江 时 报 ”
（pr⁃
times）留言；微博网友在新浪
微博@珠江时报或私信珠江
时报。

至善南海
善行文明
户名：

佛山市南海区慈善会

南海区慈善会 珠江时报读者慈善基金
（备注：读者捐赠时，可注明“定向
捐赠珠江时报读者慈善基金”。
）

文/图 特约通讯员 吴泳
通讯员 陈斌

周伯来电求助后，本报立即登出相
关报道，
很快就有人陆续打电话给他，
相
谈一起去旅游的事情，当时周伯一再向
本栏目表示感谢。
6 月 20 日，记者再次来到罗村碧翠
豪城小区，了解到周伯旅行的准备情
况。
“不去了，
不去了，
找来的驴友不合心
水。”周伯一见面就摆手说。原来，此前
报道一经推出，他就接到多个电话，
“那
时候还挺开心的，觉得去旅游这件事可
成行啦！
”
随后，周伯就把几个在电话里比较
聊得来的”
驴友
“约了出来，
一起碰个头，
吃了顿饭。
“饭桌上的氛围还挺好的，大
家都有说有笑。”周伯表示，他们都是在
《珠江时报》上看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拨打了电话。一饭终了，众人都
基本定下此次旅行于 6 月 18 日左右出
发，
目的地也是周伯推崇的杭州。
“后来交流接触多了，就觉得其中
两个人好像心怀它意。
”
周伯介绍，
这两个
人说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
一开始感觉他
俩还比较热情，但慢慢觉得有点“不对
劲”
。他俩会经常主动打电话给周伯，
一番
嘘寒问暖过后，
不经意间热情邀请周伯参
与他们的
“投资计划”
。起初周伯也没有太
多的留意，
以为是保险之类的东西，
但后来
他们时不时会询问周伯目前的存款，
继续
怂恿周伯参与所谓的
“商业投资”
。

■周伯
喜欢亲
近大自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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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来的驴友
或心怀它意

提醒

老年人最好同熟人一起旅游

经过周伯的几番推辞
后，两名驴友似乎也失去了
信心，对已经定下来的旅游
计划也显得不太上心，总是
用“最近比较忙”
“ 过段时间
再说”等说辞再三推脱。现
在，周伯已经对二人失去了
信心，也与另外一名驴友通
了通气，
“ 本来还以为真能
找到玩伴，现在看来并没那
么简单。
”
了解上述情况后，记者
先后采访了罗村派出所和当

文/ 特约通讯员 杨惠萍

寻事故知情者
2017 年 7 月 10 日 16 时许，在
南海区桂城叠北村头村路段发生
一小客车停放被其他车辆碰撞的

地的状元社区居委会。罗村
派出所民警提醒广大市民提
高警惕，
尤其是不要相信
“高
额利润”
，
对于财物往来方面
务必多留心眼，
避免诈骗分子
有机可乘，
出现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
一旦得知上当受骗，
一
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并
要注意收集保存有关证据；
老
人出去旅游，
要尽量找到自己
熟悉的伙伴，
这样可以做到相
互帮助、
相互照顾。
“老人如果遇到类似诈

骗找上门，千万不能轻易相
信，可先告知家中年轻人或
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咨
询。
”
状元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说，老年人群体容易上当
受骗，社区也为此开展了不
少防诈骗宣传讲座，帮助广
大老年人提高警惕，不要轻
信陌生人。该工作人员还
说，目前老年人自行寻找驴
友出外旅游的情况也较为普
遍，
“但还是建议老人家不要
和不熟悉的人出外旅游。
”

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驾驶
员驾车逃离现场。现寻找现场目
击证人，请目击者及知情人与桂城
交警中队事故组联系，并敦促肇事
司机尽快到我中队投案自首，争取
公安机关宽大处理。
联系人：
周警官 郭警官
联系电话：
0757-86783126
86331481
南海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桂城中队
2017 年 7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