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短信挽回失主损失
15分钟不到，一名男子将手机主动送回

“警察同志！我的手机丢啦！！”昨
天下午5时许，正在潞城派出所值班的
刘博文警官，接到徐女士的报警。徐女
士15分钟前在潞城老街上的银行
ATM机上取钱时，将随身携带的一部
手机遗落在取款机内，折返寻找时手
机早已不知去向。
“刘警官，我手机里还有我单位

的财务资料，这要丢了，可怎么是好
啊！……”徐女士带着哭腔，着急万分。

小刘仔细询问，结合取款机周
围环境分析，这是一起遗失事件，并
不构成案件，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
通过对取款机内外视频资料的反复
查看，确定手机是被一名在徐女士
之后进去取钱的男子拿走的。徐女
士的手机此时还能打通，却一直无
人接听。
“徐女士啊，您先别急，我觉着对

方可能也在做思想斗争呢，咱们好好
跟对方说，我想他会还回来的，我来
发短信给他。”民警小刘一边安慰着
徐女士，一边用自己的手机发信息给
对方，为了彻底打消对方的疑虑，小
刘特别注意措辞，编辑了一条短信：
“您好，我是潞城派出所民警，刚才市
民徐女士将手机落在了您也去取钱
的地方，这位徐女士的手机里有非常
重要的工作资料，也许对于其他人毫
无用处，但她却可能因此失去工作，
甚至面临赔偿。我们现正在调阅有关
视频资料，如果这部手机是您碰巧捡
到的话，请立即送至潞城派出所，我
们对此非常感谢！”

不想，小刘这条信息还真管用，15
分钟不到，有1名男子便急急忙忙来到
派出所，将手机还给了徐女士，还一个
劲地说不好意思。徐女士惊喜万分，在
拿到手机时，连连对民警翘起了大拇
指，称赞说：“真没想到，你们警察在这
么短的时间，用短信就帮我找回了手
机，真是了不起！”小刘挠挠后脑勺，
“嘿，这没啥，大家都是街坊，咱说道说
道，就好了。”

吴兵 刘博文

网络兼职诈骗
为何屡屡上当

常州公安话题———

现 象
浏览一些网站，经常可以看到什

么“上网就能赚钱、工作简单、报酬丰
厚、上手快”等等字眼。于是，一些大学
生便想到了兼职。然而，等待他们的不
是赚钱，而是陷入了网络诈骗的陷阱。
3月以来，我市警方已接到40多起大
学生网络兼职被骗案，损失金额10多
万元。

案 例
3月22号，大二学生孙某来到翠

竹派出所报案，说他在网上被人骗了
5600多块钱。前一天，他在宿舍上网，
看到一家网站说有买电话充值卡刷单
的业务，也就是说，电讯运营商为了完
成营业指标，需要有人来大量购买电
话卡。你买对方100块钱电话卡，对方
可以返给你105块钱，其中5块钱是佣
金。买的多，返得多。于是，孙某加了对
方的QQ，而且还在网上签了协议，一
切看上去都很正规。

一开始，孙某通过支付宝，花
300块钱购买了3张电话充值卡。没
多会，对方就返还给了315块钱，其
中15块是佣金。见钱来得这么容易。
孙某一高兴，立即借了同学的钱，购
买了6单，也就是花6000块钱购买了
60张电话充值卡。不料，这钱一打过
去，对方不再理他了。感觉不对头后，
孙某赶紧去验证购买的电话充值卡，

这才发现都是人家用过的废卡。于是
赶忙报警。

采 访
受害人孙某：“骗子让我们买他们

电话卡，实际上发的根本不是卡，而是
卡号和密码。我也没想那么多，看赚钱
容易，头脑一热就犯傻了……”

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瞿警官：“兼
职诈骗针对的对象是一些在校大学
生，包括刚毕业的，这些人经济实力
不是很强，刚工作，没有社会经验，容
易受骗。”

派出所接处警民警王警官：“我们
接报过多起此类警情。骗子会在一些
网站和论坛里发一些兼职信息，帖子
上会出现‘坐在家里就可日赚800到
1000元’这样让人耳热心跳的字眼。
一旦有人搭理了骗子，骗子就会和他
签订协议，然后再按照所谓的协议，购
买点卡、充值卡等虚拟商品。”

市公安局宣传处民警谢警官：“一
开始，有些骗子会小额返还部分奖励，
诱使受害者重复购买，或增加资金。返
还钱款时，骗子就会借口说‘卡单’了，
并称只有再次购买才能‘解套’，或者
找各种理由让你再接着付款，当受害
者怀疑或称要报警时，骗子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大学生们要牢记，找兼职要
先确定用工单位的合法性,不要随便
交纳保证金,不抵押任何证件,办好书
面用工手续。”

警务“嵌入”定制企业平安
近年来，作为常州市武进高新技

术开发区的平安守护者，武进区公安
局南夏墅派出所不断丰富联企警务内
涵，加快提升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南夏墅派出所光宝警务室成立三年
来，把警务活动“嵌入”企业的日常管
理，实现警企间“零距离”有效互动，有
力维护企业治安秩序。“治安秩序好，
才能引来‘金凤凰’，留住‘金凤凰’。”
所长宗旭如是说。
“一根针”引“千根线”———南瑞家

园是光宝集团的员工宿舍区，虽然企
业员工的流动性很大，但这儿的住宿
保有量仍维持在9000人左右，人员来
自全国各地。针对可能带来的治安隐
患，在派出所的努力下，企业落根第4
年，园区成立了光宝警务室，配1名民
警和4名辅警，协助做好企业内部管
理工作。“自己当好一根穿线引线的
针，把下面的线都串起来是关键。”民
警潘东晓俨然是这里的“大管家”。去
年4月下旬，一宿舍内的安徽籍员工
与河南籍员工因琐事争吵推搡，还各
约了几名同厂老乡准备在次日晚上
“决斗”，该信息被楼层舍长及时发现，
在民警和企业负责人的工作下，双方
握手言和。警务室在园区积极推行“舍
长制”管理模式，“小事不出园，大事不
发生”，建议企业设置保卫机构，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通过举行由
政府、社区、派出所、企业参与的联席
会，共同解决“疑难杂症”。
“按下葫芦”杜绝“浮起瓢”———一

手抓打击，一手抓防范，才能“按下葫
芦不浮起瓢”。对涉企的各类案件，派

出所始终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和敏感
性，坚持快侦快破。仅2014年以来，派
出所共侦破侵财犯罪、强供物料和强
迫交易案件23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27人。按照警力跟着警情走的要求，
光宝警务室在派出所的协助下，推行
全覆盖、全天候巡逻防控机制，最大限
度地把警力推向企业易发案区域，企
业厂区、宿舍区及周边地段全部被纳
入治安动态巡防必巡线路，以4个24
小时全天候值守的治安岗亭为圆心，
建立起以企业为中心，辐射周边的点、
线、面立体治安防控体系。在光宝集团
工作有2年的员工陈超说：“每次下班
回宿舍的路上看到警察，心里就觉得
很踏实，他们就是我们的保护伞。”

做好“加法”不空“补丁”———去
年，公司的中层管理史某来警务室办
理暂住证，民警发现史某有诈骗前科。
因为隐瞒自己的劣迹，公司根据规定
最终将史某开除。为企业把好用人
关，消除用人方面的安全隐患是警务
室一大工作。警务室成立以来，已对2
万余名拟录用员工进行网上查询，发
现有隐匿违法犯罪前科人员86名。
“主动贴靠，跟进服务。我们只做加
法，尽量避免事后‘打补丁’。”宗旭坦
言，只有不疏漏企业的小事，才能做
好服务经济发展的大事。警务室还开
通了网上服务平台，重点针对企业多
发诈骗形式，积极开展网络安全教
育，并接受在线咨询提问等，2014年
共收集涉企不稳定信息7条，为企业
化解矛盾纠纷34起。

朱天亮

绚丽的影子
这些人平凡而伟大，美丽而无私。无

论是繁华的街道，还是寂静的小巷，总有
着他们伟岸的身影和那一张张明媚的笑
脸。

是的，他们都拥有着一个响亮的称
号：人民警察。晨光熹微，太阳才露出半
边惺忪的睡脸，他们已精神抖擞、昂首挺
胸地站在马路中央有条不紊地指挥交
通。干净平整的警服配着一抹微笑，总是
令我在那些匆忙的早晨不禁慢慢放下脚
步，细细品味一番。

夏天的午后，烈日当空，没有一丝
云，没有一点风，树木都懒洋洋地站在那
里，小鸟不知躲匿到什么地方去了。太阳
快要把行人烤焦，他们一如既往地工作
在马路中间，豆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布

满额角，渐渐又一滴一滴垂落下来。他们
全然不顾，仍旧挥舞着有力的双臂，催促
行人尽快通行……我至今仍记得那一
幕：11岁的我站在大厦18楼向下俯视，
刺眼的阳光下，一个个行人无不撑着遮
阳伞来去匆匆，拥挤的大街上，只有他们
穿着四季不变的长袖警服，眯着双眼，指
挥着车辆与行人。

夜幕降临，整个城市一片灯火辉煌，霓
虹灯像天上闪烁的星星，红的，绿的，蓝的，
黄的，聚成一片，如同簇簇放射着灿烂光华
的鲜花。路面上，汽车排起了长龙，徐徐前
进。有接送孩子的，有归心似箭的，还有饭
后散步的市民。赶时间的人们，视线不断的
在手表与路面来回扫视……惟有他们，坚
守在马路中间保证每一个学生的安全。灯

光的照耀下，他们显得那样神圣高大。
两年前的一天，一名指挥交通的警

察正挥舞着手臂。心血来潮的我拿出了
画本和几支普通的色粉，绘出这名警察
的影子。画作完成后，我发现，这道影子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郁金香，袅袅婷婷，婀
娜多姿。我穿过马路，走到他的身边。这
名警察十分惊喜，喃喃说道：“真是太美
了！我原来有这样一个绚丽的影子！”

此后，这抹绚丽的影子，就一直留在
了我的心中……

常州市二十四中 七9班 刘千旖
联系电话：13775201895
指导老师：恽冬梅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图 说话

扫墓踏青，您注意安全了吗？
阳春三月，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

踏青旅游高峰已来临。清明小长假就
在眼前，市民朋友们，扫墓踏青有哪些
安全注意事项，您都了解吗？

清明出行，如何避免道路拥堵？
扫墓祭祖、焚香烧纸，如何预防火

灾事故？
人流较大，如何在人群中防扒？

拥堵不可怕———
选对道路，规范停车

前往墓区涉及的主要道路有市区
中吴大道、兰陵路、新北通江路、龙魏
线，武进常焦线、232省道，金坛340省
道，溧阳104国道、平陵西路等。面对
一波连一波的扫墓高峰，交警部门已
有相应措施，力保市民扫墓路上能更
畅通。市民朋友们可参考以下交通示
意图，选对道路，学会绕行，避开人群。

另外，由于临近墓区的道路均为
农村道路，道路通行条件有限制。前几
年均出现个别车辆不文明停车，导致
道路拥堵的现象出现。因此，交警部门
呼吁，如果是自驾前往墓区扫墓，希望
市民将车驶入墓区内的停车场，切勿
在禁停路段或禁停点位上停车，如墓
地、陵园内停车泊位已满，驾驶人应按
照指挥，在场外道路两侧按规定停车。

若遇到雨天，山区道路湿滑，驾驶
员要谨慎驾驶，刚刚拿到驾照的朋友
最好不要驾车上山扫墓。

防火不忽视———
文明祭扫，小心火烛

清明节临近，群众扫墓祭祖、焚香
烧纸活动频繁，加之因气温转暖群众踏
青出游增多，各类人员密集场所、旅游风

景区人流密集，消防安全形势严峻。
◆祭扫遇到大风天，请勿烧纸、燃

烛、点香、燃放爆竹。
◆祭扫如需烧纸、燃烛、点香，请清

理周围可燃物，人要进行守护，待火完全
熄灭方可离开。

◆祭扫烧纸钱、燃放爆竹，请注意远
离人群，远离居民住宅、公共建筑、文物
保护单位、采用可燃外保温材料的建筑、
易燃易爆场所、山林、草原。

◆遇有火情，请及时拨打１１９报
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
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９６１１９举报。

◆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
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
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出行不轻心———
捂好口袋，提防“三只手”

按照往年统计，每年都有二三十万人
扫墓，乘公交车前往的比例不小，这时也是
扒手作案的高发期。盯着途经墓区的公交
车线路，是“三只手”们每年必唱的“四季歌”
之一，而他们下手往往又有“重点”，如下：

●前往凤凰山墓区的公交线路15
路，扒手极易下手的重点区域是九龙小
商品市场站和天主堂站台。

●途经天府陵园的18路、B13路、
302路，扒手一般在火车站公交站和太
湖路、龙城大道站下手。

●途经烈士陵园的B11路、B1路、
14路、38路，重点要防范火车站公交站、
文化宫、保险大厦站和兰陵站。

●途经武北殡仪馆公交线路328
路、5路，则要注意怀德桥公交站、花园
公交站。

常公宣 交警支队 消防支队

!

关键点

!

"

民生警务 2015年3月30日 星期一
社会新闻部主办 编辑：庄奕

（!"常州微声音）车辆违章调头 引发四车连环追尾
@平安常州 近日! 我市晋陵中路发生一起四车连环追尾事

故!其中两车受损较重"当时路况较好!车速都较快!一辆车突然压

着双黄线违规掉头!后面的车反应不及连连追尾"提醒司机#遵守

交规!安全驾驶$如果路况较好!更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

如何保护账号，防盗防骗？
@武进警方 随着网络的发展! 涉及网络安全的问题与日

俱增!各种支付密码都存在被盗风险"我们如何规避风险#&

!

'更

新杀毒软件&

"

'清理
#$$%&'

&

(

'论坛信息谨慎填写&

)

'网聊不泄

露重要信息&

*

'定期改密码&

+

'手机设锁屏&

,

'谨慎下免费软件

&

-

'及时关闭
.&/&

&

0

'及时销毁电子数据

乘火车出行多留心
@鸣凰派出所世界 &

!

'自动取票机处!最易丢车票(&

"

'进

站口安检仪附近!最易拿错包(&

(

'车站洗手间!易丢手机)戒指

等(&

)

'站台上!常有旅客掉落的钥匙)手机)钱包(&

*

'列车上的

衣帽钩)行李架上!最多的是旅客拉下的衣服和行李%

警惕“黑美容”侵害权益
@微微翠竹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嫩肤)美白)祛斑)减肥等

整形美容在爱美人士中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 当前医疗美容机

构欺骗顾客现象常见! 提醒消费者进行医疗美容前须仔细查看

美容机构相关证照是否齐全)设备仪器是否配套!并尽量选择规

模大)经营时间长的正规美容院%

学生上网“五不要”
@老戴服务站007由于学生对社会认识尚未成熟! 易在

上网时被不法分子欺骗%为此!警方提示学生#&

!

'不要在网络上

轻易相信陌生人(&

"

'不要在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等个人

隐私(&

(

'不要接收陌生人的数据文件!以防木马(&

)

'不要看不

健康的内容( &

*

'不要单独会见网友%

清明交通示意图
"

关键点

#

关键点

“我心目中的人民警察”
主题征文竞赛优秀作品选登

编者按 "1!)

年
!1

月! 市公

安局会同市教育局) 常州日报社

和常州小记者协会联合开展了

*民生警务+杯,我心目中的人民

警察-主题征文竞赛活动%市公安

局会同各部门以,小手拉大手-形

式!广泛宣传发动!征集征文作品

"11

余篇! 日前通过择优推送)公

开评定)专家评审等!分别评选出

小学组)中学组一等奖
+

名)二等

奖
!*

名) 三等奖
"*

名和优秀组织

奖若干名! 从本期开始将选择优

质稿进行刊登! 从孩子们的眼睛

里!展示公安民警,亲民)爱民)利

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微声音常州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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