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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源3女子组团骗婚谋财

江西男子求婚心切落入“温柔陷阱”
近日，翁源县公安局龙仙派出所经

过缜密侦查，快速破获一起“骗婚谋财”
的诈骗案，抓获并刑事拘留 3名涉嫌诈
骗女子，挽回了事主的损失。

80后小伙父母催婚
媒婆牵桥凑“良缘”

2018 年 10 月，江西 80 后廖生因迟
迟没有谈婚论嫁，家中父母十分着急，
托人找了当地媒婆介绍对象。

此时，一名翁源籍的罗姓媒婆与当
地的媒婆联系上，称有一年轻的女孩也
在寻找对象，愿与廖生相识。在两名媒
婆的牵线搭桥下，廖生及其亲人来到翁
源县城，与名为吴某的女子及自称吴某
表姐的陈某等人吃饭见面。初次见面，
廖生便对美貌的吴某心生好感，有意进
一步发展。饭后，罗媒婆等人就以当地
风俗为由，向廖生索取了上千元见面礼
金。同时，约定第二天由吴某等人到江
西廖生家见家长。

第二天，罗媒婆、吴某、陈某一同来
到廖生家中，以初见男方家长等理由收
取了廖生及其父母多个红包，总金额约

8400元。
此后，廖生与吴某便成了男女朋友

关系，且频繁保持着联系。期间，吴某
还以借同事钱未还、给家人买保健品等
为由向廖生骗取钱财。数天后，见两人
聊得投机，廖生亲人便要求廖生去吴某
的家中拜访其家人，以进一步确认关
系，早日结婚。

廖生来到翁源与吴某见面后，提及
去吴某家中拜访其父母，吴某却以“发
展太快”为由百般推脱。廖生及家人对
吴某的推脱十分不满，为了这个“准媳
妇”已经给了那么多红包钱，因此坚持
要廖生去拜访吴某的家人。吴某见廖
生及其家人态度强硬，便私下打电话给
罗媒婆及陈某。3 人商讨后，吴某第二
天便将廖生带到了陈某的朋友家中，谎
称该人是吴某的妈妈，同时再向廖生索
要了 2200元的见面礼。

男方欲给“惊喜”扑空方知受骗

见过了双方“家长”，廖生本以为两
人感情稳定，结婚只是时间的问题，但
无意中却发现：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一

场骗局！
今年 2月，廖生得知吴某生病，为了

给吴某一个惊喜，他悄悄来到吴某的
“家”中，不料却被告知此处并无此人。
顿时，廖生意识到自己遭遇骗子了，并
立即到当地龙仙派出所报案。直到报
案后，廖生才发现吴某连姓名都是虚构
的。

龙仙派出所对此诈骗案十分重视，
立即展开侦查。办案民警将数据资源
整合并深入走访调查后，逐渐掌握了嫌
疑人的体貌特征。在网警部门的协助
下，龙仙派出所民警利用智慧新警务，
获悉了吴某的真实身份信息，并很快便
掌握了吴某、罗某、陈某等人的相关信
息及犯罪事实。

3 月 13 日，办案民警将涉嫌诈骗的
罗某、吴某、陈某等三人传唤至龙仙派
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目前，罗某、吴某、陈某等 3 人因涉
嫌诈骗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中。

韶关日报记者 魏生革
通讯员 官晓雷 刘鹏 赖秀煌

问：老鼠有哪些危害？
答：老鼠能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

钩端螺旋体病、斑疹伤寒等传染病；鼠还盗
窃粮食、咬坏衣物、电线、家具等，可引起停
电、火灾等事故。

问：灭鼠有哪些方法？
答：可用鼠笼、鼠夹、药物、粘鼠板、堵

鼠洞等方法灭鼠；同时要治理好环境卫生，
消除老鼠滋生的环境。

问：蚊子能传播哪些疾病？
答：蚊子能传播乙型脑炎、疟疾、丝虫

病、登革热、寨卡病等传染病。

问：防蚊灭蚊有哪些方法？
答：⑴积极治理环境，控制蚊虫孳生地；

⑵对成蚊可用烟熏、喷洒药物、拍打等方
法杀灭；⑶居室内可用纱门、纱窗以及蚊帐等
防蚊。

问：苍蝇能传播哪些疾病？
答：苍蝇有边食、边吐、边拉的特点，全身

的毛和爪垫能携带大量的病原体和寄生虫卵，
可传播各种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常见的有
霍乱、伤寒、痢疾、甲型肝炎等传染病。

问：灭蝇有哪些方法？
答：⑴彻底整治环境，清除垃圾，控制

苍蝇孳生地；⑵药杀蝇蛆；⑶捕蝇笼、粘蝇
纸、药物喷洒快速灭蝇或滞留喷洒灭蝇等。

问：蟑螂有哪些危害？
答：蟑螂可携带寄生虫卵、多种细菌、

病毒等，通过污染食物传播消化道疾病。

问：灭蟑螂的方法有哪些？
答：治理环境、药物喷洒、毒饵、粘捕、

诱捕、消除卵荚（卵荚类似皮囊，卵产下后
被包裹在里面，每个卵荚内有卵 16-40 枚，
数目因种类而异）等。 （完）

广告“牛肉干”以假乱真

擅自模仿法律文书行为不妥
近日，曲江市民胡先生向记者报料

称，早上开车时看到车窗玻璃上夹了一
张单子，心想要被罚款了，立即将车停靠
在路边查看。谁料，这张酷似交警开具
的罚单，竟是一张娱乐场所的广告宣传
单。对此，曲江公安表示，违法停车告知
单属法律文书，擅自模仿行为不妥。

以假乱真的“牛肉干”

当天晚上，市民胡先生（化名）按往
常一样，将车停在了规定的位置。当他
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车窗旁边贴了一
张单。“我一看坏了，这是一张交警的罚
单啊。当时非常纳闷，这里平时是可以
停车的，把那张单撕下来一看发现上面
印有编号、公章，仔细一看才发现不对
劲，这不是交警的罚单，而是一张广告
单。”胡先生说道。

无独有偶，车停在保健院的邱先生
（化名）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我留意到停
在这条街的车辆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我
已经第二次被这样的广告“雷”倒了。”邱
先生告诉记者，这种宣传方式是近段时

间才出现的，但已经成为身边朋友的一
个热议话题。

记者留意到，这张小广告标题为“这
不是一张违停罚款单”，白底黑字，由于这
种小广告的尺寸、颜色均与交警的“违法
停车告知单”差不多，远看足以以假乱真。

市民对恶趣味不买账

“感觉店家很没法律意识，我是不会
去这家店消费的。”陈先生告诉记者，这个
广告已在朋友圈传开了，但是身边的朋友
都觉得商家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卖广告。

记者随机采访几位市民都表示：作
为商家有必要对这样的“创新”“创意”进
行反思，打“擦边球”模仿“交警罚单”式
的广告令人反感，而令人反感的广告，

“阅读率”越高，效果便越适得其反。

曲江警方：此举不合理不妥当

据了解，广告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
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

费者。“交警罚单”是典型的欺骗和误导
消费者。第十三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
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
告。第二十五条规定：广告主或者广告
经营者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名义、形象的，
应当事先取得他人的书面同意。

曲江警方表示，违法停车告知单只
有交警部门有权开出，相关商家未有取
得授权。民警表示，作为一种法律文书，
违法停车告知单具有一定严肃性，商家
进行模仿以达到宣传目的是十分不合理
也不妥当的，建议广告主管部门对此进
行调查是否涉嫌违反广告法，如果涉嫌
违法请依法查处。

曲江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遇到此
类“山寨罚单”应提高警惕，学会分辨。
正规违法停车机打单为白色，内容涵盖
编号、车牌号、车身颜色、车辆类型、号牌
颜色，以及违法时间地点及具体违法内
容，并有处罚单位的公章。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杰 通讯员 黄凯辉

以假乱真的小广告。 网友提供

根本没有违章，却硬生生被贴上与违法停车告知单极为相似

的“幸运停车告知单”，后来才弄明白这不是真罚单而是小广告。

其实这正是设计“交警罚单”商家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让人误会、震惊，继而吸引人把

广告看下去，从而达到提升广告“阅读率”的目的。但是，交通违法告知单属于国家正

式的法律文书，商家为宣传、搞噱头印发这种与其式样相似的宣传单，涉嫌变造、伪造

法律文书，也影响交通执法的严肃性。

武江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先试先行

城市管理大数据系统
投入使用

本报讯 日前，武江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正式启用城市管理执法平台，率
先在我市投入使用城市管理大数据系统，
标志着武江区规范化执法、信息化执法建
设迈上新的台阶。

该平台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平台，兼
具数据采集、执法取证、处罚立案、违规统
计、大数据分布综合分析等功能，支持电
脑端和手机端两种终端操作。手机终端
以执法人员执法证号登录，进入执法界面
后，通过扫描违法嫌疑人身份证可直接识
别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记录该条违
法违规信息的同时，后台将对该违法嫌疑
人违法记录进行统计和查询，并自动将该
嫌疑人的所有违法信息显示在执法界面，
为执法人员决定处罚方式提供依据。该
平台兼具违法地点、处罚依据、处罚方式、
发票编号、执法人员等信息，取证方面可
以上传取证图片，也可以现场拍摄图片和
视频（不限大小）上传至系统。所有立案
资料实时发送执法管理平台，且不能修
改、撤销。电脑端兼具立案跟踪、结案跟
踪、后台管理等功能，对案件进行跟踪的
同时，对数据进行统计梳理，对执法人员
立案次数进行统计，对违法嫌疑人违法次
数进行统计归类，并及时推送到手机终
端，便于执法人决定处罚标准，可以对多
次违法违规、屡教不改的违法嫌疑人予以
加重处罚。该平台具有对案发地点分布
进行统计的功能，以红点密集度为显示，
为执法人员布控提供重要依据。纵深方
面，后台管理人员以手机端立案类型为分
类，进行季度性案件分布规律分析，便于
城管部门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
案件类型触发率及时合理调整执法人员
布控。笔者全程跟随执法人员利用城市
管理执法平台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
作，切身体验到了该平台的科学性、先进
性、实用性和规范性。

截至发稿时，执法人员已对该区新华
路、惠民路、武江路、工业路四条主干道违
法违规占道经营的商铺和流动商贩取证
21宗，违规违法渣土车 2宗。 李宁

病媒防制知识问答

曲江高速服务区
保洁阿姨拾金不昧

工作人员
通力合作寻找失主

本报讯 近日，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
区有限公司（简称“通驿公司”）所辖京港澳
高速公路曲江服务区保洁阿姨黄伟娣拾金
不昧，服务区人员通力合作寻找失主并归
还财物。

据了解，日前晚 7点半左右黄伟娣在京
港澳高速公路曲江服务区休息区捡到一个
粉色女包，并上报交给值班管理人员，内有
现金 1500多元、2张身份证和 4张银行卡及
2张身份证明卡片。为尽快找到失主，服务
区人员发信息在群里通知沿途区域工作人
员留意是否有失主寻找包裹。经过半个小
时的动员寻找，服务区人员终于联系上了失
主并核对身份后将财务归还给失主范某。

该公司负责人说：“黄伟娣拾金不昧的
行为，充分表现出了一名普通职工的高尚
人格品质和良好社会公德，也是我们整个
公司的荣誉，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希望我
们从黄伟娣手中接过拾金不昧这粒种子继
续互相传递，让传统美德在这里继续发扬
光大，开出更美丽的花朵。”

韶关日报记者 邱日欣

浈江区犁市大为中学开展“真爱生命，远离毒品”法治宣传教育讲座

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本报讯 近日，浈江区犁市大为中

学来了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是韶关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师团。

据了解，韶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的人员是由退休的老干部、老模
范、老领导、老教师及老科技人员组成，
副团长陈向东称为“五老人”组成，他们
为了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开展，在夕
阳之年，仍然在讲台上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发光发热，讲师团成员

中，成四学老师已有 73 岁高龄，这种精
神令人敬佩；在学校政教处的组织下，
韶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师团
一行 8人在该校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法治宣传教育讲座，讲座主要由罗
曼红老师和何祖玉老师开展有关“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法治宣传教育讲座，学
校组织七八年级 567 名学生参加活动，
在活动中，讲师团罗曼红老师和何祖玉
老师以惜时励志、珍爱生命为主线，结

合该校“李大为”英雄事迹宣传阵地实
际，用精彩的演讲、互动交流及案例分
析等环节，言传身教博得了在座师生的
阵阵掌声。

会后还与学生进行亲切的交流，深
入推进该校创建广东省毒品预防教育
示范学校的工作，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构建和谐文明校园，此次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曾灵源

“税知晓”减税降费小课堂（第一讲）

2019年3月21日，财政部、税
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
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标志着 2019 年深化增值税
改革系列举措进入落地实施环
节。为更好地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让纳税人尽早享受政策红利，
韶关市税务局整理了100个深化
增值税改革热点问题解答，将成
为系列专栏为市民大众解疑：

关于税率调整
1.自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有哪些

调整？
答：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深化增值

税改革，2019 年 4 月 1 日起，将制造业等

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
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
降至 9%；保持 6%一档的税率不变。

2.自 4月 1日起，适用9%税率的增
值税应税行为包括哪些？

答：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
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
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
物，税率为 9%：

——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
用盐；

——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
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
居民用煤炭制品；

——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
子出版物；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3.适用 6%税率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包括哪些？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增值电
信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租赁服务
除外）、生活服务、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
用权），税率为 6%。

4.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对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0％扣
除率的是否有调整？

答：有调整。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公告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
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扣除率
调整为 9％。

关于进项抵扣
5.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用于生

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
品，能否按10％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答：可以。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
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
物的农产品，按照 10％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

6.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未采用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
除试点实施办法，下同），可凭哪几种增
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
票抵扣进项税额。

7.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取得流通环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能否用于计算可抵扣进项
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取得流通环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
税普通发票，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8.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农产品深加工
企业除外)购进农产品，从小规模纳税人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如何计算进项
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

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金额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9.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农产品深加工
企业除外)购进农产品，取得（开具）农产
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如何计算进
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
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
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10.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批发、零售
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而
取得的普通发票，能否作为计算抵扣进
项税额的凭证？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批发、零售
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而
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
项税额的凭证。

韶税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