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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邵德初 记者程家富报道： 德兴市海

口镇派出所近日在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的“ 春

雷

2020

”专项行动中，成功侦破了一起涉渔案。 犯

罪嫌疑人梁某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被依法刑事

拘留。

自从开展“ 春雷

2020

”专项行动以来，海口派

出所及海口镇政府不断加大巡查力度， 收缴了一

大批用于非法捕鱼的工具， 有效打击了破坏水生

态违法行为，但仍有人为了牟取利益，置法律于不

顾。

3

月

26

日，海口派出所民警在联合镇政府和

市农业农村局在乐安河海口段巡查时， 发现河岸

边停有

3

条用来非法捕鱼的小船， 并很快又在河

里发现多副地笼。为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民

警顺滕摸瓜，将目标锁定居住在附近的梁某。果不

其然，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执法人员在梁某居住

处，发现了大量用于非法捕捞作业的地笼、丝网、

电瓶、升压器等捕捞工具。民警当即将梁某带到派

出所进行进一步调查。 经讯问，梁某交代自

2017

年以来，利用柴油发动机、电瓶等工具电鱼，通过

布设地笼、 丝网诱捕等方式在乐安河曹门至海口

段进行非法捕捞， 并将所获鱼虾等水生动物销往

周边市场，累计非法获利

30

余万元。

电信网络诈骗频发 玉山警方公布五起典型案例

三清山公安强化立体巡防 灵活应对“复苏”旅游潮

混凝土泵车高速自燃

养护人员及时处置排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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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法官“云审判”

跨越两大洲审结一起离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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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近期大力开展市容秩序 “ 十乱 ” 整治行动 。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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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起 ， 并对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

处罚案例予以曝光。

50

常年在河里非法捕捞

男子获利三余万元被抓获

村民种植二棵罂粟

民警接举报果断进行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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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设施停业停演、旅游业全线暂停……

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下，文化和旅游业受到巨大

冲击。不过，目前我市正在为旅游行业复苏“ 埋

头”做准备，为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旅游业快速复

苏。近日，三清山迎来旅游小高峰，接待的游客

量逐日增多，为应对旅游高峰，三清山公安分

局主动作为，强化立体巡防，三清山景区的青

山绿水间又添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全力以赴为游客旅游安全保驾护航

时下，走进三清山，随处可见熙熙攘攘的

游客，他们或悠然自得漫步，或亲身领略青山

绿水间旖旎的风光。人群中，一队队全副武装

的警察们也穿梭在游客当中，列队整齐，眼神

犀利，随时注意着四周的动静，他们的脚步跨

过三清山的青山绿水，在青石板上留下足迹，

成为景区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 三清山迎来了旅游小高峰，往来车流、

客流量呈‘ 井喷’态势。针对大量游客涌入、人

员大范围流动集中等情况， 三清山公安分局

全体民警、辅警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放弃周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灵活应对‘ 复

苏’旅游潮，全力以赴为游客旅游安全保驾护

航。 ”三清山公安分局负责人介绍道。

同时，三清山公安分局提高社会治安防控

勤务等级，特别是枫林、柴门、西坑、金沙等涉

旅重点地区，切实增加巡防密度，严格落实武

装巡逻、亮灯巡逻、夜间巡逻、卡口检查等措

施，提高街面见警率、管事率。针对枫林、柴门、

西坑、金沙等景区人流量大的情况，警方加强

维护现场治安、交通秩序，全面加强景区内外

应急管控，最大程度上确保游客游玩安全。

快速高效为旅游参与者和游客服务

“ 我们分局民警积极配合景区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在景区入口处，民警会对游客进行

体温检测，做好健康监测和实名登记，劝导游

客不扎堆、不聚集，真正做到‘ 外防输入、内防

扩散’。 ” 三清山公安分局负责人表示。

“ 在每年的旅游小高峰期间 ，我们都会

检查景区周边环境、 发布安全提示信息、救

助受伤游客、帮助游客寻找失物等，这都是

我们三清山公安民警肩上的重任。旅游高峰

时段，景区派出所民警不间断巡逻，保证接

到游客报警求助和处置突发问题时，能够第

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 ”为守护好景区平安，

为游客提供服务和帮助，三清山公安分局合

理部署警力，开展景区（ 点）巡逻等工作，实

现快速、 高效为旅游参与者和游客服务；依

托可视化警务指挥调度平台和派出所警务

亭资源，坚持涉旅警情就近处置，建立属地

公安派出所快速出警、 先期处置工作机制，

及时就地解决涉旅案事件、 旅游矛盾纠纷、

受理游客求助。

同时， 为确保旅游景点及周边交通路段

安全有序畅通，确保旅客安全，三清山交警大

队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全体民警放弃周末休

假，全警上路，全力以赴做好旅游高峰期交通

疏导工作， 为广大三清山游客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 齐小龙 见习记者 任晓莉 文

/

图）

民警在景区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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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良 黄杨 记者杨小军报道：

4

月

13

日，一辆混凝土泵车在沪昆高速（ 梨温段）

K519+

300

南昌方向处停靠在桥面应急车道上时， 突然

发生起火自燃的险情。 正在该路段开展养护巡查

的省高速集团南昌东中心玉山养护人员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及时通知并协助相关部门处置现场，避

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当日

15

时

42

分， 玉山养护站技术人员巡查

至

K519+000

南昌方向处， 发现道路拥堵了两三

百米， 应急车道上一辆混凝土泵车的尾部冒着滚

滚黑烟。养护人员意识到了险情的发生，他们立即

靠边停车，一人在后方摆好安全标识，一人立即通

知消防、交警、清障救援队等部门，并通知协作施

工队伍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必要的清扫。 一线养护

人员协助公安、 消防等部门， 经过近

1

小时的救

援，将事故车辆的明火扑灭，并将其拖离现场，险

情得到控制。此时，惊魂未定的车主激动地对养护

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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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蒋礼振 记者程家富报道： “ 请双方

当事人保持网络畅通， 遵守庭审规则， 现在开

庭……”

4

月

9

日上午 ， 在鄱阳县法院第三审

判庭， 一场跨越两大洲的离婚纠纷案件进行线

上庭审。 庭审现场， 法官、 书记员全程佩戴口

罩在审判庭开庭审案， 双方当事人则通过互联

网庭审系统分别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非洲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家中参加庭审。

据悉， 该案原告李某、 被告陈某均是鄱阳县

人，李某在我国广西打工，被告则长期在非洲马达

加斯加共和国务工，因疫情影响，双方均无法回乡

到庭参加诉讼。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通过

与当事人双方协商， 主审法官刘法官决定采取线

上庭审的方式审理该案。

庭审前， 法官逐个指导当事人安装线上庭审

APP

、联机联试，确保连接正常。 庭审中，法官在线

进行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调解等，书记员同

步在线记录， 庭审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在线签字确

认，庭审各环节有序进行，声音画面清晰流畅，法

官和双方当事人交流意见均未受到距离影响。 经

过

1

个多小时审理，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最

终一致达成调解协议同意离婚， 一场无接触的特

殊庭审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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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钟华 记者程家富报道：

4

月

12

日

15

时许，铅山县公安局紫溪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紫

溪乡坑口村有人非法种植罂粟。

接报后，紫溪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排查，

并联系村干部了解情况， 后在紫溪乡坑口村港里

自然村的路边上发现了

24

株罂粟。由于种植地点

在村里，一时无法确定种植人员，民警果断对

24

株罂粟进行了铲除。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之中。

民警将罂粟进行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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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犹如病毒一

样蔓延， 骗子手段其实并不高明，为

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骗呢？其实并不

是被骗者都很“ 傻”，而是或名、或利、

或色，有人经不住诱惑；或惧、或忧、

或贪，有人心胸不够坦荡。那么，面对

骗局，该如何识破？万一被骗，又该如

何补救？玉山民警选取了近期发生在

我们身边，比较多发的电信网络诈骗

典型案例，为大家揭秘骗子的伎俩。

自称办网贷诈骗

受害人被骗走

4

万余元

4

月

1

日， 玉山县双明镇邓某，

接到自称是贷款公司信贷员的电话，

问他是否需要办理小额贷款。邓某因

资金周转困难，碰到这样的“ 好事”，

很高兴就答应了。按照“ 信贷员”的指

引，在网上申请贷款，填写完个人信

息后，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

贷款公司的客服， 添加了邓某的微

信，又叫他补充填写了一系列贷款申

请表格，邓某觉得“ 很正规”，也就没

有任何怀疑了。 接下来，对方逐步要

求他缴纳“ 流水费”、“ 信息费” 等费

用，表示只要缴纳后才能放款，并强

调这些等放款后都是可以返还的。就

这样，邓某向对方指定的账户先后转

账

4

万余元。 后来，对方就消失了。

刷单“返利”诈骗

受害人被骗走

14

万余元

3

月

26

日上午， 玉山县冰溪街

道徐某，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一条

“ 新浪彩”刷单赚佣金的广告。 于是，

徐某就添加了广告联系人为好友，对

方唆使徐某下载注册了“ 新浪彩”的

APP

，随后让徐某在

APP

上向指定账

户转账

366

元，称会有返利。 徐某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 转了一次， 结果

APP

返还了本金， 并支付了他

70

元

佣金。 徐某成功将其提现至银行卡

后，就没再怀疑，之后多次向对方指

定的账户转账，高达

141472

元。到最

后， 徐某兴奋地想要一次性提现，但

是，

APP

上的余额再也无法提现至银

行卡。 徐某联系对方，对方消失了。

冒充公检法诈骗

受害人被骗走

2.2

万余元

2

月

17

日， 玉山县冰溪街道居民

陈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

北京通讯局的， 称陈某的身份证被人

注册了电话号码， 该号码被人举报发

送垃圾短信，将要屏蔽陈某的通信，并

要冻结绑定该手机的银行账户， 如果

有疑问， 就加北京通州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民警“ 许警官”的

QQ

。 随后，对方

报了一个“ 许警官”的

QQ

号码。 陈某

加了“ 许警官”的

QQ

后，“ 许警官”向

陈某发来了一张法院传票， 要求陈某

将所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到一个网页上

去验证，等验证通过后，才能解除“ 屏

蔽”，还陈某清白。陈某依话照做，结果，

卡上

22698

元钱全部被转走。

“卖口罩”诈骗

受害人被骗走

7.5

万余元

2

月

21

日，玉山县怀玉乡程某，在

微信群里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开办医疗

器械厂的“ 老板”。“ 老板”称，他有大量

的口罩货源，并向程某发了“ 本人”的

身份证照片和厂家营业执照照片，以

此打消程某的疑虑。 程某信以为真，多

次向对方微信转账，用以定购口罩，最

后，“ 老板”将程某的微信删除了，程某

先后共计被骗

75240

元。

假借裸聊诈骗

受害人被骗走

6

万余元

1

月

13

日，玉山县冰溪街道黄某，

被一个自称是大尺度视频主播的“ 美

女”添加为

QQ

好友。 随后，“ 美女”唆

使黄某进行视频裸聊， 黄某裸露身体

时，被对方截屏和录制了视频。 对方以

要将裸聊视频和截图发送给黄某父母

和好友相威胁， 要求黄某通过支付宝

和微信付款，向对方指定的账号转账，

黄某被迫支付

60174.1

元。

据警方介绍， 以上

5

起诈骗案

件，玉山公安接到报案后，均立即启

动快速止付机制，但因受害人从被骗

到报案时间跨度太长，骗子已将赃款

转移。只有玉山县冰溪街道徐某从被

骗到报案时间跨度约半天，骗子尚有

部分赃款未来得及转移，被银行成功

冻结。 目前，所有案件均在进一步侦

办中。

（吕荣飞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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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乱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三清山大道

正宗铅山筒骨汤粉店时，发现当事人徐佳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

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徐佳进行批评教

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按规范停

放要求，在非机动车停车线内顺向停车。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96

起。

乱贴乱画。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茶圣路故

里美蛙鱼头时，发现有人在指定公共张贴栏之外的场所和设施

张贴、涂写宣传单，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

人吕建华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

处罚，责令其立即改正。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贴乱画违法行

为

3

起。

乱堆乱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三清山大

道苏州申鹭达管业时，发现该店工作人员将大量物料堆放在店

门口，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黄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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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非机动车道内乱堆乱放违

法行为

6

起。 （本报记者 齐小龙 见习记者 任晓莉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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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扔烟头。

4

月

16

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上饶高铁站

时，发现当事人杨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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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强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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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扔烟头违法行为

14

起。

乱扔垃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佳苑路马

抛抛龙虾店时，发现有乱扔垃圾行为，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

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马焕军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

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清理，按规范处置。 当

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扔垃圾违法行为

4

起。

乱挂乱晒。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江永路汽车

修理厂时，发现有乱挂乱晒行为，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随即对当事人李昭展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立即改正。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挂

乱晒违法行为

1

起。

5

24

1

30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