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赏花拍照的时候，手提包就
有点碍事了，放哪好呢？放看得见的地
方吧。在看镜头咔嚓的几分钟，包居然
不见了，这是近日发生在始兴的一件怪
事。始兴警方接警后展开调查，并成功
抓获盗窃嫌疑人。

日前，朱女士和朋友们一起来到始
兴沈所某地观赏路边的鲜花，为方便拍
照，朱女士将手提包放在停放在路边的
摩托车上。鲜花美景好时光，几个朋友
沉浸在春色中，一起互相拍照留影。然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拍了
一会照片后的朱女士突然发现手提包
竟不见了，于是马上拨打 110 报警。

接警后，沈所派出所民警立即组织
警力开展工作，并对事发地周边区域进
行走访、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办案
民警在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模糊的
人影，于是通过充分发挥“智慧新侦查”
建设成效，快速开展研判分析，确认了
重大作案嫌疑人的身份后，办案民警立
即前往抓捕，并成功将盗窃财物的嫌疑
人抓获，现场查获赃款 4000 余元现金和
手机、证件等赃物。经询问，盗窃嫌疑
人对盗窃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报警后 2 个小时之内，办案民警就将
盗窃嫌疑人抓获，并将被盗财物如数返
回。面对失而复得的物品，朱女士连连
感谢并称赞：“人民警察真厉害！”

警方提醒，出门在外请务必要看好
自己的随身财物，不乱放乱扔，防止被
盗。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通讯员 何睿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韶关市公安
局浈江分局获悉，该局日前成功将一
名涉嫌诈骗百万元后潜逃的犯罪嫌疑
人黄某某从广州押解回韶。

2018 年 3 月 13 日，受害人成某某
到 太 平 派 所 报 案 称 ：2016 年 5 月 23
日，一名叫黄某某的男子在他经营的
商铺内，以可以帮他出售店内翡翠玉
器和生意资金周转紧张等为由，分 3
次在他店铺内提取玉器货品和一次
借款后，一直以未收回货款为借口，
拒绝将玉器货款及借款转账给他，在
他一再追问下，黄某某答复含糊不
清，最后干脆更换手机号码玩失联。
受害人成某某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了，盘点被骗金额已高达 114 万余元
人民币，只好报案请公安机关将其绳
之以法，协助追回巨额资金。

接报案后，太平派出所迅速成立
专案组对该案立案侦办。专案组收集
固定相关证据后，仍无法找到嫌疑人
黄某某踪迹，逐将嫌疑人黄某某列为
网上追逃。今年 2 月 22 日，从广州警
方传来消息，涉嫌诈骗被网上追逃的
犯罪嫌疑人黄某某被广州市荔湾区石
围塘派出所抓获。

当日，太平派出所专案组民警远
赴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派出所将黄某
某押解回韶。经讯问，黄某某如实交
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目前，黄某某
因涉嫌诈骗被浈江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韶关日报记者 魏生革
通讯员 张云飞 黄玮

诈骗百万元
潜逃？没门！

警方成功对其进行网上追逃

武江区残联举办消防培训班

增强消防
安全意识

南雄销毁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净化食药品市场

本报讯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
际，南雄市销毁一批伪劣食品药品、假冒
化妆品、医疗器械等，共计 7000 多公斤,
货值近百万元，以实际行动践行 2019 年
消费维权年主题“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此次销毁的假冒伪劣食品药品主要
有劣质食用油 1170 多公斤、劣质生产加
工原料 4300 多公斤、假冒化妆品 65 件
1600多公斤，部分劣质牛奶、酒类、药品，
以及不合格医疗器械一批。销毁活动有
力打击了生产经营伪劣食品药品违法行
为,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行为，净化了食
品药品市场。

近年来，南雄市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不断
加大对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并将小作坊、小商店、小餐饮和“五毛”
食品等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列为重点
打击对象，从严查处无证生产加工食品
小作坊和经营过期食品药品等违法行
为，有力地保障了食品药品安全。

董子龙 郭智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武江区残联在残疾人
综合服务中心举办消防知识培训班，进
一步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消防安全意
识，提高应对危险和自救的能力。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邀请了市消防
中心主任教员进行授课。培训班结合全
国及我省各地发生的真实火灾案例，重
点讲解了消防基础知识及火场自救逃生
知识，并重点学习了如何使用灭火器、防
毒面具等消防器材。

这次培训进一步强化了残联工作人
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全体
参训人员进一步了解现代消防，学会如
何消防自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韶关日报记者 蓝洁雯
通讯员 何欣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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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给了顾客，钱却没收到

档口老板“摆乌龙”自家收款码变成他人收款码
本报讯 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大到

商场、超市,小到菜市场、路边摊,手机一
扫即可付款，不少人早已习惯这种轻松
便捷的支付模式。但有人想过某天商场
的收款码变成自己的收款码，商铺的钱

“主动进入”自己的腰包吗？最近市民邹
先生就遇到这样的“乌龙”事。

记者接到邹先生报料，称其接到五
里亭市场一摊贩老板的消息，请求邹先
生退回其他顾客在该档口购买货物的货
款。因近期未跟对方发生交易，且关系
不熟，邹先生心生疑虑——商铺卖货物，
还有顾客付款到自己账户这种好事？究
竟是诈骗，还是确有其事？记者日前一

早来到五里亭市场水禽区，找到邹先生
提及的档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档口老板娘唐女士正在忙碌。记者
留意到该市场各商户基本都设有市场管
理处统一定制的支付宝收款码和微信收
款码，来往不少顾客大都选择手机支
付。问及邹先生的事情，唐女士告诉记
者，微信上联系邹先生的人是她的老公
李先生，但事情发生要从 3 月 11 日下午
5 点多的一笔交易说起，“我的支付宝付
款码绑定的是我老公的账户，付款都有
语音提醒，那天有一名顾客来摊位买了
两只鸡，展示了付款成功的页面后就走
了，老公正巧在我旁边，未收到语音提

醒，查账户后果然没有进账，重新找到该
顾客核实后，才发现他确实已经转账了，
但是收款人却另有其人。”

当发现是档口提供的支付宝收款码
有问题，唐女士便想认亏收起二维码了
事。李先生却心生疑窦，为何自家档口
收款码变成他人收款码？通过查说明书
才明白，原来第一次使用二维码时，需要
本人扫码转账才能激活绑定账户。但唐
女士误把未经过激活绑定的二维码直接
摆上，顾客邹先生付款时就自动绑定为
他的账户，因为金额不大，又有付款成功
提示，大家都未意识到账户绑定出了问
题。

搞清楚了二维码的问题，李先生想
着来市场的多是附近街坊，说不定能找
到这位无意中“被绑”的顾客邹先生。根
据前面那位顾客提供的转账记录李先生
查到昵称，但支付宝提示并未加对方好
友。李先生灵机一动在微信输入支付宝
昵称搜索，没想到竟然显示有一位微信
好友就是该昵称，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李
先生联系了对方。

因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邹先生担
心是网络诈骗便求助韶关日报记者。最
后，邹先生也在记者的沟通下和摊贩老
板核实情况，将误转金额全数奉还。

韶关日报记者 陈云飘

本报讯 最近，家住武江区新民路附
近的居民向记者反映，由于长期有私家
车乱停放，新民路与红玫路这两条路原
本并不宽敞的马路被挤成一车道，早晚
上下班高峰道路堵塞严重，居民出行望
路兴叹。

小区门口道路成“露天停车场”

近日晚上，记者来到报料人反映乱
停放严重的新民路与红玫路。记者了解
到，这两条路位于御龙湾小区和西岸村
附近，是居民出入的主要道路，同时也
是通往矿山公园的主要通道。

记者从新民路路口向矿山公园看
去，道路上密密麻麻停满了车辆，这些车
辆停放既不按方向，也没有秩序，有的车
辆停放在道路两侧，有的车辆停放在人
行道上，有的车辆停放在道路中央。记
者留意到，从新民路到红玫路成了“露天
停车场”。车辆不仅将矿山公园博物馆
的停车位占满，甚至把两路的转盘附近
都停满，直接将转盘“封死”。

“这些车停放得太乱了，每天上下班
都会造成道路拥堵，留出的路只够一辆
车通行，只要会车整条路都要堵塞。”御
龙湾小区安保人员如是说。

该小区业主欧先生表示：“这些乱停
放的车辆大部分是外来车辆，车主平时
来这里的商铺打麻将、喝茶聊天等，一
般停放时间较长。”

但前来游玩的多位市民却颇为不
满。“这是公共停车位，怎么能变成他们
小区业主的私家车位？”经常去矿山公

园锻炼的陈小姐告诉记者，附近店铺并
不多，上班时间停在周边的车辆也不
多，可是一到晚上或者周末，车辆都见
缝插针式地停放。

小区停车位充足 车主却不愿停

这里为什么停放了这么多车辆？难
道是小区建成时规划的停车位不满足需
求？一位御龙湾业主对记者说出其中缘
由：“小区的地下停车库还未停满且位
置充足，但很多车主认为每月 400 元的
租金太贵，所以每天在小区外四处找地
方停车。”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司机，他
们 表 示 ，曾 把 车 停 在 路 边 吃 过“ 牛 肉

干”，也被剐蹭过，但还是宁愿在路边
“碰运气”，不愿意停进小区停车场。

“我们经常劝谕小区业主，将车辆停
放在停车场，保障出入通道顺畅。”该小
区物业管理人员介绍，现御龙湾地下停
车场内空缺车位还有 3 成，足以满足来
访车辆临时停放。

探索交通“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道路是公共资源，不能违规占用，
停放时应该尽量为他人考虑，不能图自
己一时方便。”附近居民李先生表示，这
不仅是交通拥堵问题，更是安全隐患，
万一有火情，消防车都进不来。

记者随后将此事反映给武江区交警
部门。民警向记者介绍，交警经常对该
路段进行巡逻、执法，可是当交警一离
开，违停现象就又会出现。“该片区占用
公共道路乱停车等违法行为不仅需要交
警部门加强管理，还需要多部门研究疏
堵方案，更需要广大车主、市民配合。”
该民警表示，根治该路段违停现象，管
理部门、物业、车主等应该形成合力，制
定解决该路段交通堵塞问题的有效之
策，营造文明交通“共建共治共享”好环
境。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杰
见习记者 潘智媚

武江区御龙湾小区门口乱停车现象严重

公共道路成“露天停车场”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
发展，网络电信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
是假的就是假的，总会有破绽，请在收
到陌生电话时仔细辨别、冷静处理，保
护好自己的账户和资金安全。中国银
行韶关分行提醒您：防范网络电信诈骗
有办法，千万管好银行卡、密码和验证
码，冷静思考、反复求证再回答。

如果您收到一个自称某物流工作
人员的来电，告知因物流原因导致货物
寄失，现需要登记您的资料，后续就会
进行赔偿，对方可能会要求您添加微信
沟通，并提供当时购买的商品订单记录
截图，随后您收到一个二维码，识别后
需输入卡号、姓名、网银密码、支付密
码，而且被要求告知对方随后收到的手
机验证码；如果您收到某购物网站“工
作人员”电话，告知您由于购买的商品

有质量问题，将全额退款给您，对方要
求您微信扫二维码，在弹出的页面上输
入姓名、卡号、手机号码、以及网银登
录密码，并要求您提供手机交易码……
此时，请您冷静，这可能是诈骗事件。

在此奉上“管住卡、护牢码、严守个
人信息”这一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十二
字诀”：

管住卡：保管好银行卡，切勿将银
行卡号等资料登记在不明网站、游戏、
APP、公众号等网络渠道，避免个人信
息泄露。如确需登记和支付，尽量利用
较低额度的银行卡，或自行选择银行的
Ⅱ、Ⅲ类账户作为指定付款账户，并将
额度调到可控范围，降低被盗风险。

护牢码：银行账户密码、手机短信
验证码、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认证工具
动态码等涉及银行账户资金安全，这些

私密信息切不可随意向他人透露，尤其
是来历不明的陌生电话。

严守个人信息：提升个人信息安全
保护意识，不把自己的身份证件、银行
卡出借他人使用，不委托不熟悉的人或
中介代办金融业务，不随意丢弃刷卡签
购单、取款凭条、信用卡对账单，不随意
点击短信、微信、QQ、微博等渠道发送的
不明链接，不向来历不明的账户转账。

牢记“十二字诀”，遇事多个心眼，
抛开焦虑，迅速冷静，“慢”下来多点思
考，让不法分子想骗取你资金的“快”
无从下手。中国银行韶关分行一直以
来致力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如有涉
及中国银行韶关分行业务的疑问和建
议，欢迎随时联系。中国银行金融消费
者 维 权 电 话 ：95566( 信 用 卡 专 线 ：
4006695566) 宗宣

韶关中行教您防范网络电信诈骗“十二字诀”

伪劣食品药品销毁现场。

新民路与红玫路私家车乱停放占用公共道路。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杰 摄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 10 时在韶关市
武江区新华北路 16 号星河
华庭 A、B 幢第三层写字楼
南面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 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路
新津小区 13 号志兴名苑 G
幢首层 13、14 号商铺。展示
时间：3 月 19-20 日。联系电
话：8619601。

韶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韶关市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配套表面处理中
心位于韶关市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规划区域包括
表面处理厂和配套污水处理厂两个地块。表面处
理厂占地面积 70 亩，年电镀面积 691.2 万 m2。配套
污 水 处 理 厂 占 地 面 积 30 亩 ，设 计 废 水 处 理 量
3000m3/d。现对以项目为中心边长 5km 和以项目
为中心半径 3km 的范围内的公众征求意见。

通 过 网 络 （http://www.dongshao.net.cn/
purchaseview/568.html）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及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邮件或其他方式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示期限为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公众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意见。

韶关市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配套
表面处理中心规划环评第二次公示

根据市政府印发的《关于
解决莞韶产业园历史遗留问
题总体方案》的文件精神，园
区企业韶关市中创球铁铸造
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资料，申
请补办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
现予以公示，如有不同意见，
请径直向园区管委会反映，联
系电话 8280812。
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

管理委员会
2019年3月15日

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