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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贫困老党员 退休干部交纳 万元特殊党费

老凤祥银楼遭抢劫 警方奋战近一月抓获两嫌犯

恶意拨打十一辱骂接警员

男子被行拘十日

传播“城管打死人”虚假信息

一男子被行政拘留

餐饮店厨房起火

微型消防站队员成功扑救

乱扔烟头罚款 50 饶城一天处罚 13 起不文明行为

50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10

月

6

日晚， 德

兴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 一位

网名叫“ 非诚勿扰” 的网民在某微信群中转发

散布“ 德兴广场有‘ 德兴城管打死人’” 的微信

内容。 经工作查实， 德兴广场并无类似警情发

生， 该微信内容系谣言。

网安民警立即开展落地核查 ， 在德兴泗州

镇找到该网民余某 。 民警经对余某进行询问 ，

得知余某在未经求证的情况下， 把“ 德兴城管

打死人” 的内容在多个微信群里转发 ， 造成恶

劣影响 。 据介绍 ， 违法行为人余某 ， 男 ，

42

岁， 小学文化， 德兴市泗州镇村民。 最终 ， 余

某因散布谣言，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 被德兴市

公安局行政拘留。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 “ 您好 ，

110

！”

遇有“ 急难险重” 等众多突发情况面前， 这通

电话立即带来温暖和安全。 然而， 有人竟恶意

拨打骚扰 “

110

”， 还辱骂 “

110

” 接警员 ， 近

日， 弋阳县的这名男子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

10

日的处罚。

9

月

28

日零时

36

分 ， 弋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手机号码为

184703529**

的呼入

电话 。 接警员接起电话后 ， 询问报警人信息 、

报警事由、 所在位置等情况时 ， 拨打

110

的男

子处于醉酒状态 ， 口齿含糊 ， 无具体报警事

由 ， 并在电话里辱骂接警员 。 之后的

16

分钟

时间里 ， 该男子还继续恶意拨打

110

电话

11

次。 当天凌晨， 弋江派出所找到该男子并依法

进行传唤 。 经案件办理 ， 男子潘某 （

56

岁 ，

葛溪乡人） 因恶意拨打

110

、 辱骂接警员的违

法行为 ， 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

的处罚。

六座面包车塞进十个大人

超员十十惊呆民警

信州区财政局近日发生了感人

的一幕。 该局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许

军，郑重地将

1

万元特殊党费交到了

该局党支部书记李志维手上，用于资

助一些贫困老党员的生活。

据悉，许军作为信州区财政局的

一名退休老干部， 退休之后自愿加

入了上饶市志愿者协会， 现任上饶

市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 细心的

市民也许注意到， 在上饶众多的公

益活动中 ，诸如 ”公益乐跑 ”、“ 鲜花

义卖 ”、“ 高考爱心护考 ”、“ 抗洪救

灾”、“ 重阳节千人饺子宴”、“ 夏日送

清凉 ”、关爱“ 孤寡老人 ”和“ 抗战老

兵”等等，都能看到她忙得不亦乐乎

的身影。

一位司机的暖心举动

让她退休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2013

年， 退休后的许军就开始投

身公益事业。 许军告诉记者，因为退休

了，还有点余热发挥下，所以决定帮助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年来，许军孜

孜不倦热爱公益事业， 起因是一个温

暖的故事。 许军的爱人心脏不好，抢救

过两次。 有一次她爱人心脏病发作，但

120

救护车开不到她爱人发病位置，幸

好遇到一个路过的司机， 那位司机抱

起她的爱人就往救护车方向赶去，医

生说还好送医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那位过路司机的暖心举动深深感

染了许军，让她感受到了爱心的温暖。

记者了解到，今年已经

61

岁的许

军并不是一个“ 铁娘子”，而是一个因

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多次住院，还

曾因脑动脉血管瘤动过手术， 颅内装

有

10

个弹簧和支架的老人。然而这一

切，并不影响她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

许军说，她和其他志愿者们曾经

帮助过临死前需要帮助的人，对方很

感动，流出来的眼泪，就跟她当初感

谢别人那种心情是一样的。 许军说，

生命是有限的， 但公益是无限的，能

够帮助别人就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今后，她还会继续将这份温暖传递下

去，把爱带给更多需要的人。

从事公益活动

6

年来

她参与大小公益活动

500

多场

从事公益活动，许军更多的是觉

得自己很快乐，能够施展自己，所以

她表示，有困难的人都可以找志愿者

协会帮忙。 同时，她也希望有更多的

人能够投身公益事业， 积极做志愿

者，让志愿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许军始终坚持志愿服务为民、惠

民、利民、便民。她和市志愿者协会的

其他志愿者们一起，联合爱心企业开

展了“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我参与公益

健步行”活动；开展了母亲节鲜花义

卖活动，开展“ 与公益并肩、与爱心同

行”活动，及时筹集到关爱资金；组织

协会连续

3

年坚持参加“ 平安春运”

志愿服务活动， 参与者达

1000

余人

次， 让返乡群众感受到了家乡的温

暖；联合爱尔眼科医院、中山医院，进

社区、进贫困村开展健康扶贫；重阳

节邀请各街道、社区

480

名包粽子能

手参加了“ 浓情立夏、爱满饶城”爱心

公益活动，给信州区

100

户贫困家庭

送去温暖；连续

3

年组织了“ 爱心护

考”，为广大考生创造安静、平和的备

考及考试环境；组织了“ 夏日送清凉、

关爱入心田”公益活动，为高温下的

劳动者送去一份清凉……据不完全

统计，她参与过的公益活动大大小小

有

500

多场。

开展志愿服务、 传递公益温暖，

许军一直在路上。 在活动中，她非常

注意提升党员的服务意识，引领志愿

服务新风尚。 她曾荣获上饶市“ 双十

佳”、“ 我是党员我带头”、“ 优秀志愿

者”、“ 上饶好人”、“ 十大公益人物”等

荣誉。

尽一份心意回报党恩

她向党组织交纳万元特殊党费

“ 生命，必须是有意义的，尤其是

对一个党员而言”，许军坦言，她也清

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等空闲的时候，

她打算去进行遗体捐献登记，让公益

持续到她生命的尽头。

今年

9

月

18

日 ， 入党

40

年的

许军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 ，她

郑重地将

1

万元特殊党费交给了原

单位信州区财政局， 用于资助一些

贫困老党员的生活， 让同事和朋友

们感动不已。

当问及为何她要这样做时 ，她

说：“ 今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

40

个年头， 也是全面开展“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特殊时期，

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日

子，我时刻想着向党尽一份自己的心

意，回报党的培养、教育之恩，经过深

思熟虑后做了这个决定。 ”她永远铭

记党，不忘报党恩，这份沉甸甸的特

殊党费背后是她对党的赤诚之心，充

分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其实，鲜为人知的是，筹集这笔

万元党费对许军来说并不易。她因为

身体不好，曾因脑动脉血管瘤在上海

某医院治疗，花费了大部分积蓄。

她常说：“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

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我是党员， 我要时时处处起模范带

头作用。 ”许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 （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近日， 从铅山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传来好消息：

9

月

1

日发生在铅山

县城老凤祥银楼的抢夺金器案第

2

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至此，公安

机关历经近一个月的连续奋战，该

案成功告破。

两名男子佯装顾客

银楼抢走金项链和金手镯

9

月

1

日晚上

7

时许，铅山县城

河口镇老凤祥银楼像往常一样灯火

辉煌，生意兴隆。 两名男子在挑选好

金器首饰准备买单结账时， 突然夺

门而出加速逃跑， 留下猝不及防的

店员目瞪口呆，半晌也没缓过神来。

原来，

8

月

31

日晚即案发前夜，

该两名男子来到老凤祥银楼， 谎称

要购买黄金首饰。 店员们没有丝毫

怀疑，热情接待了他们。 两人在柜台

前左挑挑右看看，不是嫌戒指小了，

就是嫌项链细了，一番精挑细选后，

两人借故说要到其他店看看便准备

离开。 店员看两人悉心专挑贵重的

首饰看， 一副憨厚老实又阔绰大佬

的样子，这可是笔大生意呀，可不能

就这么没了下文， 于是店员礼貌加

了两名男子的微信， 以便日后想要

购买时方便联系。

次日， 两名男子再次来到老凤

祥银楼， 佯装购买头天看中的金首

饰，并叫店员拿出首饰戴戴试试。 店

员看是头晚来挑选首饰的两名男

子， 一点也没防备， 就把两条金项

链、两个金手镯分别给他们试戴。 殊

不知，这正中两名男子下怀。 两犯罪

嫌疑人佯装去结账， 在买单结账过

程中，趁收银员不注意，两人一个眼

神对视，夺门撒腿就跑，消失在茫茫

夜色和人潮中。 待店员缓过神来，出

门去追时，哪里还有两人的踪影。 无

奈之下，店员们选择了赶紧报警。

警方迅速展开侦查

两嫌犯一个被抓一个自首

接警后， 铅山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侦技人员和河口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立即开展现场勘查、调查

访问、调取视频、信息研判等侦破工

作。 在详细掌握整个案情经过后，民

警们初步判定， 该两名男子是有预

谋实施抢夺犯罪。

该案发生在闹市区， 正是人们

休闲娱乐购物的黄金时段， 发案时

围观群众较多，大家议论纷纷，社会

关注度极高， 发案地又是敏感的贵

重商品经营场所。 如不能尽快破案，

将犯罪分子悉数抓获并绳之以法，

势必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该县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 主要领

导亲自调度， 并抽调以刑侦大队为

主的各部门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

迅速展开侦查工作。

很快， 专案民警通过调查走访

以及技术手段分析， 迅速锁定了两

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并展开布控

追逃。 经过艰辛查证、循线出击，跨

越多省追击，

9

月

23

日，专案民警在

广东省将其中

1

名犯罪嫌疑人彭某

抓获。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叶某在得

知同伙被抓后， 迫于铅山公安强大

的追捕压力，知道自己躲不长久，最

终选择了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突审， 该两名犯罪嫌疑人均

对抢夺金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交代他们在仓皇出逃的过程中，

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以

4

万元的价格

变卖了一条金项链和一个金手镯；

又在福建省漳州市以同样的价格把

另外一条金项链和一个金手镯变

卖， 所得的

8

万元钱没多久就被他

们用于吃喝玩乐，挥霍殆尽。

目前，犯罪嫌疑人叶某、彭某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 子元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许军（右）交纳

1

万元特殊党费感党恩

本报讯 水荣 旭东 记者杨小军报道 ：

10

月

7

日， 正值国庆客流返程高峰， 玉山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查获一起车辆严重超员违法行

为 ，

6

座的面包车 ， 硬是塞进

15

个成年人 ，

超员高达

150%

。

当日上午

9

时许， 该大队六都中队民警在

303

省道六都街道附近巡逻时 ， 发现一辆牌照

为鄂

A3QQ**

的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 ， 民警

立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 拉开车门

后， 民警大吃一惊， 发现车内挤满了人， 过道

上还加了小板凳 ， 核载

6

人的车子 ， 被

15

个

成年人塞得满满的 ， 超员竟高达

150%

。 经询

问， 车上的乘客都是赶着去做事的工人， 为了

早点抵达目的地， 便挤乘同一辆车。 民警对驾

驶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对工人实施分

流。 随后， 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张某处以驾驶证

记

6

分、 罚款

200

元的处罚。

本报讯 谢林丰 记者杨小军报道 ：

10

月

7

日

13

时

26

分， 三清山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

称， 位于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外双溪服务区一饭

店发生火灾 ， 大队立即出动

2

辆水罐消防车 、

1

辆指挥车、

16

名指战员赶往现场， 并立即调

动周边的微型消防站先行处置。

14

时

08

分 ，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侦

察发现 ， 着火饭店为三清大院餐饮店的厨房 ，

建筑为钢混结构， 燃烧物质为厨房内的油烟管

道和厨房的顶棚， 内部无人员被困， 过火面积

约

8

平方米。 由于天伦大酒店、 假日酒店、 希

尔顿大酒店

3

个微型消防站

8

名消防队员先行

处置得当， 大队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得到有效控

制 。

14

时

40

分 ， 火势被扑灭 。 据了解 ， 该起

火灾原因初步认定为烧菜时油锅着火处置不

当， 火势顺着油烟管道蔓延而导致。

犯罪嫌疑人叶某指认作案现场

犯罪嫌疑人彭某指认作案现场

消防救援人员将火扑灭

139

1

110

10

15

6

150%

������

市城管局近期大力开展市容秩序“ 十乱”整治行动。

10

月

10

日，市城管部门通过“ 巡查执法

+

监控抓拍”的方

式， 查处各类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的不文明行为

139

起，并对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处罚案例予以曝光。

乱扔烟头 。

10

月

10

日，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

查至新火车站平台时，发

现当事人菖程鹏在吸完烟

后随手将烟头丢在路面

上，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菖

程鹏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

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

的行政处罚， 责令其立即

清理，规范投放。 当天，市

城管局共处罚乱扔烟头违

法行为

15

起。

乱倒污水。 市城管局

执法人员通过视频监控抓

拍到信州区解放路与女人

街口人行道上， 有人将污

水随意倾倒在人行道上，

该乱倒污水的行为属于违

法行为。 执法人员随即对

当事人吴先文进行批评教

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

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 ， 责

令其立即清理。 当天， 市

城管局共处罚乱倒污水违

法行为

8

起。

乱堆乱放。 市城管局执

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龙潭新

苑三栋

19

号时，发现有人将

大量杂物堆放在店门口，该

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

立即对当事人龚平宇进行批

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

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责令

其立即清理干净。当天，市城

管局共处罚乱堆乱放违法行

为

2

起。

（ 本报记者 齐小龙 任晓莉

文

/

图）

乱停乱放。 市城管局执

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万达广

场

1

号门时， 发现当事人徐

艳红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

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立即对当事人徐艳红进行

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

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

时，责令其按规范停放要求，

在非机动车停车线内顺向停

车。当天，市城管局共处罚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114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