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领导”加你微信，要求周转资金，往指定账户打

款，咋办？ 广丰区某企业张老板服从“ 镇党委书记”安

排，结果被骗

70

万元；某居委会干部刘某对“ 街道办

主任”吩咐遵照执行，瞬间损失

4.8

万元！ 近日，我市

发生多起冒充“ 领导”加微信，请求受害人帮忙办私

事，进而实施诈骗的案件，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相继

被骗，受害人损失巨大。

冒充镇党委书记实施诈骗

一企业老板被骗

70

万

10

月

8

日，广丰区某企业张老板收到某镇“ 党委

书记”添加微信的请求。 见是领导相邀，张老板高兴地

同意了，并在微信上与“ 书记”聊了几句，“ 书记”对他

的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很是关心。

次日中午

12

时许 ，“ 书记 ” 通过微信联系张老

板，称他有一笔资金需走一下张老板的账，让张老板

提供个银行账户给他。 于是，张老板就发了一个自己

的银行账户给对方。 不一会，对方发来一张截图，显

示其已经通过银行转账

30

万元到张老板的账户上，

但张老板未收到该款项，就问对方，对方称可能要延

时

24

小时到账，但他的朋友急着要，叫张老板帮忙

先转给他朋友。 张老板听“ 书记”这样说，而且钱已经

转出来了，只是帮忙垫付下，于是就按照“ 书记”的要

求，将自己的

30

万元转到“ 书记朋友”的账户上。

13

时许，“ 书记” 又通过微信发来转账给张老板银行账

户

40

万元的截图，但也要延时到账，叫张老板再帮

忙垫付下，张老板又按照“ 书记”的要求转了

40

万元

到“ 书记朋友”的账户上。 转完账后不久，对方又提出

帮忙转账

100

万元的要求，张老板感觉不对劲，就电

话与该镇党委书记联系，方才发觉自己被骗了，于是

向公安机关报警。

接报后，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侦查，并成功冻结了

其中一个涉案账户的

40

万元资金。 目前，该案尚在进

一步侦查中。

冒充街道办主任实施诈骗

居委会干部被骗

4.8

万

10

月

17

日， 一微信号向某居委会干部刘某申请

加为好友。 刘某见该微信头像是其所在街道的街道办

主任，就同意了加为好友的申请。

10

月

19

日上午

8

时

许，“ 主任”微信联系刘某，叫刘某安排

2

万元钱，刘某

没多想就转给对方

2

万元。 随后，对方又叫刘某转

2.8

万元到另一个账号，刘某照办了。

2.8

万元转出去后，

对方又要求转钱，刘某才惊觉起来，语音通话联系对

方，对方拒绝并被拉黑。 随后，刘某发觉自己被骗，于

是向公安机关报警。

接报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调查，目前案件正在

侦查中。

公安机关提醒市民： 如遇到自称领导通过短信、

微信、

QQ

、钉钉等聊天工具添加好友，并要求转账汇

款时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核实对方身份和所发送信息

的真实性，同时可以委婉询问对方一些小问题，如单

位人和事的细节问题，最好谨慎核实、确认。 在未确认

真伪的情况下，做到不透露、不轻信，不转账。 如果发

现对方身份、信息可疑，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

（本报记者 齐小龙 见习记者 任晓莉 文

/

图 ）

无证酒驾套牌车

男子被罚款八二元拘留六日

男子患有恋物癖专偷女式高跟鞋 家中搜出522双

我市发生 2起冒充领导诈骗案 被骗金额高达 70万

小学生搭错车路边急哭

民警暖心送其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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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追逐撞击逼停前女友车

一男子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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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近期大力开展市容秩序 “ 十乱 ” 整治行动 。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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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起 ， 并对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处

罚案例予以曝光。

乱贴乱画罚款50 饶城一天处罚137起不文明行为

137

50

乱停乱放。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槠溪北路时，发

现当事人方伟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

立即对当事人方伟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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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111

起。

乱贴乱画。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东门路时，

发现当事人夏利平乱贴乱画，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对当

事人夏利平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

处罚，同时要求清理粘贴信息。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贴乱画

违法行为

1

起。

乱摆乱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三清山大道时，

发现当事人朱功成在公共场所摆摊设点，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立即对当事人朱功成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

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撤离。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摆乱放

违法行为

4

起。 （本报记者 齐小龙 见习记者 任晓莉 文

/

图）

乱扔烟头。

11

月

5

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在上饶火车站平台

巡查时，发现当事人周飞乱扔烟头，该行为属违法行为，执法人

员对当事人周飞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

行政处罚，同时要求当事人将烟头拾取丢至垃圾桶内。 当日，市

城管局共处罚乱扔烟头违法行为

16

起。

乱扔垃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江南商贸城

时，发现当事人严文辉乱扔垃圾，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

立即对当事人严文辉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整改。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扔垃

圾违法行为

1

起。

乱倒污水。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通过视频巡查至饶城

赣东北大道时，发现有人乱倒污水，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立即赶到现场对当事人游秀丽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

处罚，并责令其整改。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倒污水违法行为

4

起。

本报讯 杜江 记者杨小军报道：

11

月

2

日上午，

饶城一名小学生因上学匆忙赶路，结果搭错了车，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巡逻人员发现后，

用警用摩托车将其护送到学校。

当日上午

7:50

， 直属一大队西市中队辅警郑

德钦巡逻途经饶城婺源路附近时， 发现一名小女

孩背着书包独自站在路边，脸上挂着泪珠，神情十

分沮丧。 郑德钦感觉不对，便上前询问。 原来小女

孩是市第一小学（ 三江总校）的学生，早上家长着

急上班，未能将孩子送上公交车，而孩子一着急，

误把

19

路车认作了

7

路车，后发现路线不对急忙

下车，但身处陌生的环境，加上马上就要迟到了，

小女孩瞬间急哭了，不知所措。 得知情况后，郑德

钦连声安抚小女孩：“ 别担心， 有警察叔叔在，不

哭。”同时马上向带班领导汇报，经领导同意后，他

随即发动警用摩托车，将小女孩平安护送至学校。

“ 谢谢叔叔，再见！ ”女孩向交警表达谢意后，便急

匆匆地跑进了学校。

民警暖心将小女孩护送到校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10

月

26

日下午，一

辆小轿车在婺源县李坑景区路段被交警拦了下来，

驾驶室传来一股酒味。民警检查发现，驾驶员董某除

了涉嫌使用套牌，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经检测，驾驶员董某的酒精含量为

42mg/ml

，

属酒驾。 董某除了这次酒驾，

2013

年

7

月还因酒

驾被交警处理过，此次涉嫌二次酒驾。另外他所驾

驶的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没有年检。 据董某

叙述，

7

年前他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后，觉得自己小

学文化考不过，就没有去重考驾照，后来干脆挂起

了套牌， 车子也不去年检和买保险， 心存侥幸开

车。 目前董某被婺源公安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6

日、罚款

8200

元，同时暂扣车辆。警方将对车辆的

来源做进一步调查。

本报讯 钟华 记者杨小军报道：“ 警察同志，

我外甥跟人掐上了，希望你们赶紧前来处理……”

10

月

28

日晚

8

时

40

分左右，铅山县公安局河口

派出所接到一女子报警，电话那头声音很是慌张。

值班民警迅速赶往女子电话中告知的地点，

看见了惊魂未定的报警人张某玲。 为了防止冲突

升级，造成不必要的人员受伤，民警将双方当事人

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和处理。 经调查，当晚

8

时许，张某玲下班开车回家，不知其前男友苏某为

求复合开车尾随在后。 当张某玲行驶至县城九阳

大道某餐饮店附近时， 苏某一脚油门上前将其逼

停并下车欲与张某玲理论。

张某玲害怕苏某做出过激行为， 便开车准备

离开。 苏某见状恼羞成怒， 便驾车追逐、 撞击、

逼停张某玲驾驶的车辆。 沿途近两公里的路程，

苏某驾车逼停张某玲车辆

5

次。 当苏某最后一次

逼停并撞击张某玲的车辆后仍不解气， 继续驾驶

自己的车辆掉头， 再次撞向张某玲驾驶车辆的车

头。一筹莫展之际，张某玲选择打电话向外甥周某

求助。 周某到达现场后，与苏某发生冲突。 整个过

程中，张某玲的车辆被严重撞损，而苏某的车辆也

已面目全非。目前，苏某已被铅山县公安局依法刑

事拘留。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鄱阳公安近日实名

实车曝光了一辆“ 违章王”，竟然有多达

460

条违

法记录未处理。

10

月

22

日

19

时

27

分左右， 鄱阳交警大队

二中队民警在该县新天地 （ 中国银行门口） 巡逻

时， 发现一辆车牌号为赣

E9V439

白色宝骏违规

停在路边上。 经核实，该车车主名叫朱某光，民警

通过平台查询到该车辆未年检， 且违章违法记录

高达

460

条。目前该车辆已被查扣，鄱阳交警将依

法对车主采取法律措施。交警温馨提示：广大驾驶

员可以通过交管

12123

查询自己的违章违法记

录，并及时进行处理。

鄱阳查获“违章王”

高达四六条违法记录未处理

460

68200

2 70

玉山一男子患有心理疾病“ 恋物癖”，对异性

穿过的高跟鞋特别感兴趣，自

2019

年

5

月以来，

他经常窜至县城居民小区，对居民放在门口鞋架

上的女式高跟鞋疯狂实施盗窃。 截至被抓获时，

民警在其家中共搜出

522

双女式高跟鞋。

居民报警高跟鞋经常被偷

“ 甘警官，你好！我们小区经常有女士的高跟

鞋被偷，这种案子能不能破？ ”

10

月

29

日早晨，

反盗攻坚突击队民警小甘出门准备去上班，邻居

向他反映这一情况。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警赶到单位后立即展开

研判。 通过调看公共监控视频，很快发现了偷鞋

贼的踪迹，锁定了其身份，系玉山县冰溪街道的

一名男子占某。

就在民警准备布控抓捕占某时，他却自投罗网，

骑着作案时使用的电动车来到城东玉山公安办案中

心门口，准备去办理车驾业务。 民辅警慧眼如炬，一

眼就认出了该名偷鞋贼，迅疾将他控制抓获。

“ 哎！轻点！轻点！我知道你们是因为我偷女

人鞋子的事抓我，我招，我全招！”占某被抓时，未

等民警询问，自己就开口了。

民警随后起赃，竟然在占某的住处追缴了

522

双高跟鞋，全部是女士曾穿过的，无一双新鞋。

每周到不同小区偷高跟鞋

“ 我每次去搞，其实都很纠结的，我知道这是

犯法，但是停不下来，已经上瘾了！ ”占某供述，自

2019

年

5

月以来， 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窜至县城

日景紫金城、金玉名都、金地天城、凯瑞翡翠城、玉

虹中央公园、国际名都等居民小区实施盗窃，且一

般中午作案，因为这个时间段女士下班回家午休，

一般会把高跟鞋换下放在门外的鞋架上。 而占某

则假装路过或找人，趁四周无人，他就会迅速将女

式高跟鞋偷走，然后到下一家作案……

“ 太过分了，还有这样的人，真是不知羞耻！”

“ 知道高跟鞋被人拿走了，还一直纳闷呢，谁要这

种穿过的鞋子干嘛？ 没想到竟然有这种男的，会

干这种事？ ”“ 都被偷了两双了！ 几百块一双的鞋

子，损失还是挺大的。感谢你们抓住了这个贼，要

不他肯定还要偷。”“ 这种偷鞋的‘ 小案子’你们都

这么用心办，真是辛苦了！ ”民警上门核实案情

时，受害女士一片哗然。她们都说，因为之前觉得

鞋子“ 被人拿了”是件小事，一般都不会选择报

警。而知道这事后，则纷纷吐槽谴责占某，同时对

玉山公安民警这种对待案件不分大小每个都认

真去查破的态度，表示满意。目前，占某已被公安

机关拘留。 （吕荣飞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

民警从占某家中搜出的女式高跟鞋

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