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刘琦

本报讯 网上掉下个“林妹

妹”， 没聊几句就提出“坦诚相见”

要裸聊， 见到如此大胆的美女， 你

是否会心生燥热， 邪念丛生？ 小心

了， 裸聊只是香饵， 敲诈勒索才是

所谓美女的真实目的。 近日， 浦东

警方成功捣毁一个裸聊敲诈犯罪团

伙， 抓获涉案人员 35 名， 实现了

裸聊敲诈案件从境外作案对象到境

内拉粉、 解号、 走账等灰产团伙的

首次全链条打击。

今年 2 月 1 日 20 时许， 市民

杨先生独自一人在家用手机上网，

忽然一名叫做“青衫烟雨” 的女

网友申请添加好友。 没聊几句，

对方竟然主动提出要“羞羞” 的

事， 杨先生同意之后， 在对方的

指引下安装了一款叫做“番茄社

区” 的直播软件， 奇怪的是点了

半天这个软件始终打不开。 网络

那头的“青衫烟雨” 似乎早有心

理准备转而提出在 QQ 里直接视

频裸聊， 杨先生心中急躁并未多

疑， 不想却铸成大错。

事后不久， 对方突然发来杨先

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截屏索

要钱财。 杨先生只得屈服， 陆续向

对方指定账户转账 33 万余元， 对

方拿到钱后很快将其拉黑， 在网络

中销声匿迹。 纠结许久， 杨先生于

2 月 2 日来到浦东公安分局高行派

出所报案。

接报案件后， 浦东公安分局反

诈打击专班很快介入并成立专案组

开展调查， 分析后发现“番茄社

区” 软件其实是一个专门用于盗窃

手机内通讯录的木马程序。

通过对已有信息的深挖扩线，

专案组迅速查明境外敲诈、 境内拉

粉引流、 短信轰炸、 账号解封、 走

账水房、 洗钱提现等各环节作案团

伙， 锁定徐某某、 蒋某某等 30 余

名犯罪嫌疑人， 发现该团伙除了对

裸聊对象直接勒索外， 还会采用短

信、 彩信、 微信、 QQ 进行狂轰滥

炸的信息骚扰， 在心理层面不断压

迫攻击受害人， 从而达成勒索钱财

的目的。 从犯罪准备到正式行动再

到犯罪得手后的资金转移， 该犯罪

组织已然建立了由各个灰产团伙组

成的完整犯罪链条。

2 月 17 日大年初六， 当全国

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庆祝氛围中

时， 已经持续不断开展调查十多天

的专案组完全掌握了该犯罪团伙人

员信息及所在地。 在上海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指导支撑下， 浦东警方派

遣 60 余名警力先后赴江西、 江苏、

山西、 河南等全国各地开展侦查踏

勘工作， 并于 2 月 21 日开展集中

抓捕行动， 抓获徐某某等 31 名犯

罪嫌疑人， 当场缴获 30 余部作案

手机、 10 余张银行卡。 与此同时，

身在境外的敲诈团伙黄某某 4 名回

流人员也被押解入境， 2 月 28 日

隔离结束后被成功押解回沪。 截至

目前， 警方已串并全国 11 起裸聊

敲诈案件， 其中 3 起发生在上海，

仅警方已查证的案件涉案金额便高

达 120 余万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陈春

本报讯 3 月 12 日 10 时 50

分许， 居民黄先生来到闵行公安分

局杜行派出所报案称， 当日 10 时

30 分许， 自己准备驾车外出时发

现车后挡风玻璃被砸出了一大窟

窿， 后备箱也凹陷下去。

结合该车辆的损毁情况， 民警

初步认定该案系高空抛物所致。 民

警对散落一地的垃圾和垃圾袋进行

了翻找， 一个残留的快递包装透露

了垃圾来源———系该楼栋 1701 室

的。 11 时 30 分许，民警找到了居住

于此的钱某，经询问，钱某承认自己

前一日下午因天气下雨， 从家中厕

所窗户将一袋垃圾从 17 楼扔下，钱

某对其高空抛物的行为供认不讳。

现钱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经被闵

行公安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张馨月

小雷 （化名） 在上一年度因为

交通违法被扣满了 12 分， 按照规

定， 在进行重新学习并在现场教育

点进行业务受理后， 小雷只要通过

“上海交警 APP” 线上预约驾驶员

满分考试并合格， 便能重新取得驾

照了。 可是， 近期的考试场次都已

经约满了……

抱着试试的态度， 小雷在互联

网上通过关键词搜索到一家网店，

商家号称支付 900 元就能预约到近

期的考试场次。 在把身份证等信息

提供给店家十几分钟后， 小雷打开

APP 发现自己竟然预约成功了。

店家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是用

了什么方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把

本没有名额的考试预约上呢？ 日

前，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这

样一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网店的店家刘某是一名从事非

法代办车驾管等业务的黄牛。 在一

次客户提出预约满分考试需求后，

联想到曾在黄牛群里看到可以用外

挂软件来抢名额， 刘某就想着专门

开发一个自动抢名额的软件来做此

项业务赚钱。 他在微信好友里找了

一个开发软件的人进行研发， 二三

天后一款名为“抢课” APP 的软件

就诞生了。 在刘某的要求下， 开发

人员不断对抢号软件进行技术升

级， 直至加入了“换号” 功能后，

成功率大幅提高。

那什么是“换号” 功能呢？ 顾

名思义， 就是把已经预约成功的人

的号换掉。 “这款 APP2.0 版可以

绕过客户的验证过程， 直接到最后

一步的预约， 也就是先写入虚假身

份信息占用预约位置， 然后有了真

实客户再替换上去。” 刘某说道，

而这些虚假身份证号， 则都是刘某

自己随便编的。

有了这款生财软件， 下一步最

重要的就是寻找客源。 刘某在自己

所在的驾驶业务方面的微信群里发

布了广告， 中介闵某看到就找上了

门。 闵某本身也在做帮人预约满分

考试的生意， 但他的外挂软件成功

率不高， 也没法预约到 7 天内的考

试。 看到刘某的广告， 闵某就把自

己搞不定的十几单业务给了刘某，

从中收取中介费， 而这几单生意刘

某都做成功了。 之后， 只要碰到自

己搞不定的客户， 闵某就会介绍给

刘某。 刘某告诉闵某， 自己之所以

成功率高， 都是因为有一款神器

APP 相助， 他同时表示可以把该款

APP 有偿提供给闵某， 大家有钱一

起赚。 为了表示诚意， 刘某还把

APP 的初代版本给了闵某。 虽然最

后没谈妥， 但闵某自己用刘某提供

的 APP 也做了十几单生意。

有了软件和客源， 刘某一口气

占用了同一天考试里两个考场约 90

个位置， 最后成功做成了约 40 单。

过了几天后， 刘某发现剩下的

“坑” 已被后台清除掉了， 猜测可

能事情败露了。

刘某没有猜错， 1 月 15 日， 交

警总队民警在日常维护检查中发

现， “上海交警” APP 遭人非法入

侵， 驾驶证满分考试模块中有大量

异常数据， 导致正常用户无法使

用， 造成经济损失 1.2 万余元。 立

案侦查后， 公安机关先后抓获了刘

某、 闵某。

浦东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 刘

某、 闵某违反国家规定， 对计算机

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 修改、 增

加、 干扰， 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

能正常运行， 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 于近日对刘某、 闵某作出

批准逮捕决定。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昨天， 在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外， 上海画家陆军正在教

几名消防员美术爱好者画中共一大

会址外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陆军用他手中的画笔，

亲历 100 处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和

遗址写生。 黄浦消防外滩救援站的

消防员在偶然邂逅陆军老师后， 6

名消防员当起陆老师学生， 昨天是

他们进行户外红色写生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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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瑞木路 130 号

601 室， 建筑面积： 184.08 平方米， 办公

楼。 （第二次拍卖）

起拍价： 239 万元 评估价： 424.3 万元

拍卖平台： 工商银行融 e 购

拍卖时间： 2021 年 4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4 月 22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施先生 15000600096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1、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16 号 214 室，

建筑面积： 157.51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128.2 万元 评估价： 128.2 万元

2、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22 号 1 层，

建筑面积： 55.63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85.5 万元 评估价： 85.5 万元

3、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76 号 230 室，

建筑面积： 50.09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42.7 万元 评估价： 42.7 万元

4、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76 号 231 室，

建筑面积： 51.66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44 万元 评估价： 44 万元

5、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76 号 232 室，

建筑面积： 51.66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44 万元 评估价： 44 万元

6、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76 号 235 室，

建筑面积： 51.36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43.8 万元 评估价： 43.8 万元

7、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76 号 237 室，

建筑面积： 60.62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50.9 万元 评估价： 50.9 万元

8、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98 号 1 层，

建筑面积： 55.63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75.4 万元 评估价： 75.4 万元

9、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钱商大街 381 弄

3 号 301 室，建筑面积：89.13 平方米，公寓。

起拍价： 63 万元 协议价： 90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5 月 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5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施先生 1500060009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970

弄 58 号 403 室， 建筑面积： 58.35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 185 万元 网络询价： 264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4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35070008

        1520198575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市一路 256

弄 3 号 502 室， 建筑面积： 100.62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 200 万元 协议价： 20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4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35070008

        15201985759

（?）

预约考试满员“黄牛”让他插了队
涉嫌破坏“上海交警”APP预约考试系统 2人被批捕

消防员“红色写生”第一课

高空抛物致车损 民警翻垃圾获线索

网上掉下个“林妹妹”，没聊几句就要“坦诚相见”
浦东警方全链条打击裸聊敲诈犯罪团伙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张波

本报讯 3 月 23 日， 一男子

在金山铁路一趟开往上海南站的动

车上， 因吸烟被上海铁路公安处闵

行站派出所行政处罚 500 元， 这是

金山铁路运营近十年来开出的首张

吸烟罚单。

当天， 旅客孟某原打算乘坐

S1623 次上海南站至亭林站站停的

列车， 因不熟悉误乘了 S1027 次上

海南站直达金山卫站的列车。 在等

待列车返回亭林的过程中， 孟某烟

瘾犯了， 躲进了洗手间吞云吐雾起

来， 谁知才抽了 2 口就触发了烟雾

报警器。 列车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卫

生间找到了该名男子并将情况通报

给了站内民警。 面对民警的询问，

孟某承认了吸烟事实， 且认错态度

端正。 但是列车上吸烟行为属于

“零容忍” 的， 闵行站派出所最终

对孟某处以行政罚款 500 元， 并列

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 180 天内被

限制乘坐火车。

列车厕所过烟瘾 金山开首张吸烟罚单

2019年12月， 上海市公安

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查获一

条涉案船舶， 依法扣押了装载

15?集装箱的船舶， 经公安机

关多方联系查找， 无法确认并

联系到该船及集装箱的所有人，

根据 《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

若干规定》 之规定， 特发布认

领公告。

认领涉案船舶情况： 船名：

法拉利（英文名：FA LA LI）；

船 舶 编 号 ：T8A2948，IMO

Number：9036741。

认领集装箱的情况：箱号分

别为： kcpu5256815、

kcpu5689628、kcpu5236491、

cbhu2991620、kcpu5258490、

kcpu5678480、kcpu5250329、

kcpu5680467、kcpu5692426、

kcpu5688112、kcpu5680507、

kcpu5242468、kcpu5255948、

kcpu5252677、kcpu5258335。

请上述船舶及集装箱的所

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

月内， 持相关证明材料， 主动

与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

安分局刑侦支队联系认领。 逾

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上述船舶

及集装箱依法拍卖、 变卖价款

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陈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

逸仙路4177号

联系方式： 18018806877

上海市公安局

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涉案物品认领公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

公安分局马陈辰， 遗失警官证，

证号 ： 007259， 有效期至 2025

年7月31日 ； 遗失持枪证 ， 证

号 ： 310097901A155， 声 明 作

废。

上海市徐汇区留朋酒楼 ，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

可证编号 ： JY23101040025082，

声明作废。

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刘姗

姗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

号 ： 13101202111290884， 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