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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新学
期即将开学，一些骗子借机冒充
老师实施诈骗。8月 25日，娄烦县
公安局消息，该局民警在开展线
上反诈宣传时，及时阻止了一起
冒充老师收取资料费的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

“老师刚才说要收资料费，有
人交钱了吗？”8月 22日晚，娄烦县
公安局民警在微信群里开展反诈
宣传时，得知很多村民在讨论“老
师在班级微信群收取资料费”的
事情，赶紧询问具体情况。

原来，当天晚上 8 时 15 分，一
个名为“陈先生”的微信号，通过
扫描他人分享的二维码进入娄烦
县某小学四年级的数学群。随
后，“陈先生”又邀请另一个孔雀
头像的微信号入群。晚 8时 20分，

“孔雀头像”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说，学校要提前为学生订购资料
和试卷，让家长缴费 287 元。同
时，“孔雀头像”还发了两个收款
二维码。

极有可能是骗子！民警赶紧
向村民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并

与老师联系，得知学校根本没有
这项收费。随即，民警及时发出
预警提示，及时阻止了这起冒充
老师的电信诈骗案件，没有一名
家长上当。

民警提醒家长和老师，预防冒
充老师进行电信网络诈骗要做到
以下三点：一是开启入群权限设
置，防止陌生人入群；二是要电话
确认核实老师身份，不要轻易转
账；三是下载并注册国家反诈中
心 APP，查询验证对方微信号真
伪。

园丁显身手，白蜡做“美颜”。连日来，市园林科创服务中心
园丁，为五一路改造时移植的30株白蜡大树修补了树皮。这些
白蜡虽长势良好，但树皮多有损伤，园丁们采用仿真树皮粘贴法
修补，首先清理去除死树皮，对裸露部分进行打磨并做防腐处理，
然后填补树洞、粘贴假树皮并用接缝剂填充纹理，最后上色并仿
真修饰，以保证这些树木遇到需要可直接移栽“上岗”。

刘晓亮 石夏丽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亮）距离
新学期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市场
上各类卫生清洁防疫防护用品开
始热销。记者在我市几家大型超
市及多个网络平台看到，口罩、纸
巾、洗手液、消毒液等商品促销力
度加大，“组合装”“套装”让消费
者省钱省事。

“老师在群里布置了，孩子出
入校门要戴口罩，书包里还得有
个备用的。”8月 25日，在美特好漪
汾街店，市民陈女士围着清洁用

品、日用百货区，买了洗手液、免
洗洗手液、干/湿纸巾等，“感觉比
上学期开学前便宜多了。”

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大家
的防疫意识普遍增强，清洁防疫
防 护 用 品 的 销 量 一 直 比 较 稳
定。开学在即，应学校要求，学
生、家长采购相关商品增多，超
市一方面组织货源，另一面加大
优惠促销。以口罩为例，目前热
销的品种就有十多个，尤其是专

为儿童设计的卡通口罩、迷你口
罩等。除菌洗手液、免洗消毒凝
胶等同样供应充足，她随手指着
一款商品说道，“原本 20 元多的
洗手液，现在两瓶组合装仅售
28.8 元”。

与此类似，各电商平台上的
口罩和卫生清洁防疫防护用品也
在促销热卖，尤其是将之打包出
售的“套装”产品，受到许多消费
者的青睐。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
员 温强)年逾八旬的大娘被骗子
忽悠，前往一家建设银行分理处
申请开办多个账户。银行柜员察
觉异样及时报警，丽华派出所 3位
民警和银行员工轮番劝导 1 个多
小时，大娘这才醒悟过来。8月 25
日，万柏林警方借此事提醒大家
提高警惕，谨防网络诈骗。

22日中午 1时许，辖区建设银
行员工向丽华派出所报警称，一
位 80多岁的大娘想同时开办多个
账户，且一直在用电话与他人联
系，十分蹊跷。柜员曾电话询问
对方，但对方声称是“机密”，不便

告知，据此怀疑老人遭遇电信诈
骗，但一时无法说服老人。

派出所赶紧安排3名民警赶到
现场处置，反复询问后，大娘才说
出实情。原来，当天上午，大娘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是中央
某单位工作人员，要给大娘发放50
万元的“扶贫资金”，但因数额较
大，要大娘多开几个银行账户，并
将密码和卡号告知，以便转账。对
方还一再“告诫”大娘，不能告诉家
人、警察和银行员工。

大娘不知道银行开户有规
定，心想在一家银行多开几个账
户更省事儿，便要求建行工作人

员给她同时开办 5个账户，进而引
起银行员工怀疑。

“是他们给我钱，我在卡里只
存一点钱就行，不会上当的……”
大娘笃定地说。

民警告知大娘，骗子获取卡
号和密码后，会以缴存保证金等
理由，继续忽悠她往卡里存钱，或
用这些卡为诈骗所得赃款转账，
那样大娘就会涉嫌帮助网络信息
犯罪。随后，3位民警又列举实际
发生的案例做大娘的工作，并与
银行员工轮番苦劝大娘 1 个多小
时，大娘这才醒悟过来，临走时不
住地向民警和银行员工道谢。

本报讯 (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温强)我市男子牛某
溜进停车场，用万能钥匙打开
停放车辆车门，盗得价值4000
多元的财物。8月 25日，万柏
林警方通报，牛某已被抓获并
刑事拘留。

7 月 4 日，郭先生向长风
责任区刑警队报案称，他前
往西山万亩生态园游玩时，
停放在停车场内的车辆被人
撬盗，丢失价值 4000 多元的
财物。民警勘查发现，郭先

生车辆的门窗并未被破坏，
窃贼应该是使用了技术性开
锁手段。

随后，民警调取沿途公
共视频资料反复观看，从中
发现了窃贼的踪迹，将 48 岁
的我市男子牛某抓获，同时
起获牛某作案用的万能钥匙
及一套开锁工具。

民警再次强调，车辆不
是保险柜，请不要将贵重物
品存放在汽车内。

本报讯（记者 杨沫）“去缅甸打工，月
入过万不是梦！”看到这样的消息，你会心动
吗？8月25日，省公安厅通报了一起偷越国
（边）境案，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警方
提醒大家，偷越国（边）境是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前不久，晋城陵川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陵川县缅北回流人员李某帆、李某及其妻
子陈某有偷越国（边）境的嫌疑。

经查，2020年 3月份，犯罪嫌疑人李某
帆、李某在网吧上网时，屏幕上弹出一个关
于缅甸打工招聘的界面，广告声称“月薪过
万、包吃包住”，二人被这些“优异”的工作
条件吸引，随即通过跳出的电话信息添加
对方为好友，询问了相关情况。

对方让李某帆、李某及其妻子陈某 3
人先到云南省昆明市落脚等候通知，随后
又让 3人乘车至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第

二天，3 人跟随向导结伙前往缅甸东城。
其间，为躲避边境检查，3人从云南省南伞
镇出发专门走小路，步行至缅甸东城。令
他们失望的是，在缅甸打工期间，3人从事
酒吧服务员工作，非常辛苦，收入却有限，
出国发财梦破灭。

后来，由于缅甸疫情防控形势严峻，3
人决定返回国内，在经过境外一系列的隔
离措施后，才陆续回到老家陵川。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偷越国（边）
境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处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
金。8月 19日、20日，警方分别在晋城市陵
川县、泽州县将李某帆、李某和陈某抓获，
并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讯（记者 杨沫 通讯
员 杨虹）8月 23日至 24日，小井
峪派出所联合万柏林区教育局、
万柏林区疾控中心及小井峪街
道，对辖区 12所中小学、幼儿园进
行了开学前校园安全大检查。

检查人员认真查看了每所学

校的消防设施是否齐全、安全通
道是否畅通，安保器材、疫情防控
以及安全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
并与学校负责人沟通，要求校方
落实校园安全防范措施，严格落
实上学、放学期间的门卫值守和
检查制度，加强对进出校园人员、

物品的安全检查，并严格登记，严
防不法人员进入校园，严防管制
刀具、汽油等危险物品带入校园，
为新学期校园师生营造安全、和
谐、文明有序的学习环境。

偷渡到缅甸“捞金” 因疫情返回老家

我省警方破获一起偷越国（边）境案

骗子冒充老师收取资料费

警方及时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

开学前 联合检查校园安全

开学季 防疫防护用品热销

溜进景区车场
开锁行窃被抓

八旬大娘申请开设多个账户

银行员工报警 民警现场劝止

本报讯 (记者 张晋峰)
年逾六旬的杨大娘背着行李，
带着一个大西瓜，在高速公路
隧道口应急车道边等弟弟开
车来接。8月 22日，高速交警
五支队五大队民警巡逻发现
这一情况，及时将大娘送到服
务区，消除了隐患。

8月 22日上午 11时许，五
大队民警巡逻至沧榆高速公
路水峪贯隧道出口时，突然发
现隧道口的应急车道里有一
个大西瓜。民警驱车上前查

看，发现一位年逾六旬背着行
李的大娘，正紧贴护栏站着。

民警询问得知，大娘姓
杨，水峪贯村人，准备搭乘弟
弟的车去附近的桥头镇，与弟
弟约好在这里等车。

了解情况后，民警给大娘
讲解了其行为的危险性，并通
知大娘的弟弟到保德服务区
与大娘汇合。随后，民警用警
车将大娘送到服务区，一路上
又给大娘讲解了不能上高速
公路步行或等车等法律规定。

带着行李西瓜
应急车道等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