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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辛欣）老伴失
能、无儿无女的文大娘突发重症住
院治疗，相互帮衬的“老姐妹”垫付
了医疗费却难以为继，虽然她们了
解文大娘有积蓄，却不知如何代替
她去银行取钱。10 月 27 日，长风
西街司法所安排社区法律顾问出
主意，解决了老人的燃眉之急。

长兴南街社区居民文大娘今
年 84岁，老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神志模糊，常年住院由护工照
看。老两口膝下无子女，全靠老

邻居王阿姨、老同事李阿姨日常
帮衬。前不久，文大娘突发重症
住院治疗，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
书，两名“老姐妹”帮忙垫付的医
疗费很快告急。

平日里，文大娘闲聊时曾给老
姐妹交待过“家底儿”，王阿姨和李
阿姨便想着替老人去银行取钱交
医疗费，但一来不知道密码，二来
并非亲属，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带着心中的疑问，二人向长兴南街
社区和长风西街司法所求助。落

实“一社区一法律顾问”的便民举
措，司法所所长王剑芳立即安排两
名律师前去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针对文大娘的特殊情况，就
他人如何支取其名下银行存款用
来支付其本人的治疗费用，律师
在《民法典》中找到了依据，并咨
询当事银行，逐一解答了王阿姨
和李阿姨的疑问。根据律师的建
议，两位阿姨整理好治疗费用清
单等证明材料及证件，前去银行
咨询办理即可。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为谋
取好处，男子刘某以 5000 元的价
格，出售了自己名下的 6个支付账
户，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
骗。10月 29日，娄烦警方通报，刘
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已被抓获归案。

今年以来，娄烦县公安局深
入摸排涉电诈情报线索，严厉打
击涉“卡”等违法犯罪行为。10 月
21 日，该局刑侦大队收到市公安
局反诈中心下发的一条“断卡”线
索，立即组织警力联合网安大队

研判分析，快速核查。10 月 26 日
晚，民警在娄烦县城将涉案嫌疑
人刘某抓获。

经查，今年 10 月 8 日，刘某经
朋友介绍，在清徐县一家宾馆房间
内，向诈骗嫌疑人提供了自己名下
4 个银行账户和支付宝、微信账户
用于转账，共获利 5000元。经国家
反诈平台研判，刘某出售的 6个支
付账户涉及浙江、宁夏等地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目前，刘某已被刑事拘留，警
方正在进一步深挖研判，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
“向他人非法出售、出租、出借

本人银行卡、支付账户和电话卡、
相关通联账户，经查实被用于电信
网络诈骗等犯罪的，有可能涉嫌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追究刑
事责任。”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应合
法使用银行卡、电话卡。已有向他
人非法出售、出租、出借本人或单
位银行卡、电话卡的人员或单位机
构，要及时进行注销账户，以免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本报讯（记者 辛欣）10 月 29
日，在文兴路一处充电站，一辆出
租车充满电后，“顶”着装有 35 把
出租车钥匙的布袋就离开了。汇
丰派出所民警通过社区工作群发
动群众力量，并沿途“扫街”寻找，
随即在和平北路将车钥匙悉数找
回，及时物归原主。

10 月 28 日晚上，陆续有出租
车驶入文兴路一处充电站，有些的
哥不便在车内等待充电，便把车钥
匙留给工作人员保管后离开。到

了后半夜，进站充电的车辆明显减
少，工作人员把代为保管的 30多把
出租车钥匙装入一只布袋，随手放
在一辆正在充电的出租车车顶。
第二天早上 6时许，有人前来取钥
匙，工作人员才发现装钥匙的布袋
被充完电的那辆出租车“带”走
了。一大早，正是的哥交班或出车
运营的时间，车钥匙不翼而飞，大
家都万分焦急。

汇丰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电
话，立即调取公共视频寻找线索并

注意到，那辆出租车离开充电站后
驶入和平北路友喜小区，而布袋一
直在车顶上，直到清晨离开小区沿
和平北路拐入北中环街后，袋子才
不见了。民警推断布袋的掉落位
置后，立即前去“扫街”寻找，并通
过社区工作群发动群众力量，同时
请兄弟单位、环卫人员协助。很
快，好消息传来，装有 35把车钥匙
的布袋在和平北路绿化带中找到
了。民警立即赶到充电站，送还了
钥匙。

社区工作群作用真不小

35把出租车钥匙物归原主

医疗费告急 病危老人“有钱难取”

社区法律顾问帮助解难题

出售支付账户涉嫌“帮信罪”

男子贪图眼前小利被抓获

今年，市热力集团扩网 521万平方米，
新建供热管网 50余公里、热力站 41座，目
前，全市集中供热面积 2.18 亿平方米，有
1800 余座热力站，2.4 万余个监控点，如何
维护正常运行、安全生产；根据企业实际及
供热需求，8家电厂、6家热源厂，如何做好
基础热源、调峰热源的分配工作；医院、学
校等重点保供单位，如何确保“万无一失”；
主城区哪儿热了、哪儿凉了，如何及时了
解、迅速反应……

11 月 1 日上午，记者在太原市集中供
热调度中心，从硕大的显示屏上找到了这
些问题的答案，包括主城区供热地图、各热
源厂/热力站热源数据、关口数据、补水曲
线、瞬时热源/热耗、监控点温度，以及未来
一周的天气预报和客户咨询投诉情况等，

“最后全部汇集到这儿，”市热力集团运行
调度工程师郑治中介绍，“这是整个太原集
中供热系统的‘最强大脑’‘神经中枢’，通
过它，我们可以点、线、面一目了然地看到
全市集中供热的所有数据，‘智慧供热’得
以实现。”

大屏中间有两个天气预报的显示，一
个是当日 24小时的气温预报，还有一个是
未来一周的气温预报。”最强大脑“结合天
气预报，以及 2.4万余个监控点对室温的采
集和访民问暖活动对用户家中温度的实

测，综合研判后会给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运
行参数指标。依据该指标，市热力集团会
提前通知热源单位，确定未来一段时间入
网热源的温度、吨数等，这直接影响热源厂
的储煤、购气计划。

大屏左侧上方是块倒计时牌，写着”
安全供热第 1 天/151 天“。市热力集团党
务工作部副部长李凯斌介绍，“安全生产
是责任、是底线。”下方，14 家热源单位的
实时数据不停地闪烁、更新。据了解，目
前，由于我市气温较高，供热压力不大，按
照“最强大脑”指示，现有 9 家单位作为基
础热源开始正常供热，其余 5 家作为“后
备”调峰热源将视天气情况随时启动供
热；大屏右侧是全市 1800 余座热力站、2.4
万余个监控点以及各个小区的数据，“供
热首日，集中供热的平均室内温度稳定在
20摄氏度以上”。

据介绍，太原市集中供热调度中心是
市热力集团今年全新启用的，集供热调度、
用户服务、应急保障为一体的综合性部门，
能够对全系统的源、网、站、户（即热源厂、
管网、热力站、用户）以及运行参数进行实
时监测、科学调整。李凯斌说，通过这种智
慧供热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了市热力集团
的精准调节能力。

记者 刘晓亮 文/摄

“最强大脑”玩转“智慧供热”
供热调度中心探秘：

本报讯（记 者 刘友
旺 通讯员 王垚垚）一对
夫妻乘坐出租车遗失手机，
的哥表示随后送回，可夫妻
俩久等不见的哥，以为对方
变卦，便向民警求助。10 月
31 日晚，鼓楼派出所民警陪
着夫妻俩从的哥手中领回了
手机，消除了双方的误会。

当晚10时15分，鼓楼派出
所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市
民万先生夫妻二人在东缉虎营
附近，将一部手机遗失在出租
车上，求助民警帮忙寻找。

值班民警赵鑫找到当事
人万先生了解得知，夫妻俩
此前乘坐出租车回家，下车
后发现手机可能落在出租
车上了，赶紧回拨自己的手
机，的哥接通后说自己正在

太原南站载客，待工作结束
后就会将手机送回。然而，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未
能等到的哥，再次拨打电话
也无人接听。“是不是不想
把手机还给我们了？”万先
生报警求助。

民警随即调取公共视频
确定了出租车号牌，并设法
找到当事的哥贾师傅的联系
方式。拨通电话，贾师傅说
自己刚拉着乘客到了中北大
学，万先生夫妻第二次打电
话时，他出于安全考虑且车
上有乘客，便没有接电话，准
备放下乘客后快速赶回市区
送还失物。

晚 11时 10分许，贾师傅
赶到派出所，将手机交还给
焦急等待的万先生夫妻。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员 张跃跃）一对八旬
老夫妻最近经常为日常琐事
闹别扭，还执意要离婚。10
月 27日，庙前派出所民警当
起“和事佬”，苦口婆心好言
相劝，老两口才重归于好。

当天上午，在南海东街
16号院，一对 80多岁的老夫
妻在院里吵得不可开交，还
嚷嚷着要离婚。庙前派出所
民警向报警居民了解得知，
老两口的性子一个慢热一个
急躁，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
琐事争执不下，特别是这些
天“战火”升级，老两口甚至
一言不合就动手，左邻右舍
都被搅得不安宁。

了解情况后，民警心中
有了数，赶到现场调解。“老
人家，这怎么还跟老伴置气
呢！”民警乐呵呵迎上前，一
左一右，搀扶着一对老人上
楼回家。

“他这脾气，越来越犟……”

老大娘进屋坐下，便诉说起
委屈来。原来，这对老夫妻
已经结婚 61年，携手走过了
风风雨雨，感情一直不错，只
是二人脾气不合，最近总因
为一句话没说妥，一来二去
就会吵起来。老大爷也挺委
屈，觉得老伴总是鸡蛋里挑
骨头。

“您二老现在是‘钻石
婚’，比黄金还金贵，这婚可
不能离！”民警随即开启劝导
模式，从子女的角度，宽慰二
人放下面子和脾气，做好和
睦家庭的榜样。“是呢，孩子
都成家了，我俩吵架的事儿，
一直瞒着他们。”听了民警的
话，老大娘若有所思。“家庭
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
就算吵赢了，又能咋样？”经
民警一番劝解，老两口脸上
逐渐有了笑意，最后达成“共
识”，再遇上矛盾会相互尊
重，“好好说话”。

八旬老人闹离婚
民警来当“和事佬”

手机落在出租车上

不见的哥送还
原是一场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