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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岁老人近二万养老钱被盗

民警及时破案帮追回

擅自占道罚款 200 饶城一天处罚不文明行为102起

婺源一企业被法院宣告破产

三轮摩托车撞伤人后逃逸

车上花生让其露了马脚

本报讯 周振华 记者杨小军报道：

8

月

19

日

上午，弋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向

76

岁的被盗

老人退还财物

1.96

万元，前来认领的老人面对失

而复得的财物十分激动， 紧紧握着民警的手表示

感谢。

8

月

16

日

16

时许， 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

到葛溪乡群众报警，称自家的财物被盗了。民警迅

速赶到现场，一名头发斑白的老人迎上前来，着急

地向民警哭诉自己家中被盗了。据老人家属称，老

人外出回家后，发现家中有被翻动的痕迹，在清点

家中财物时发现被盗了近

2

万元现金。于是，老人

的家属立刻让老人报警。“ 那是我平时做零工，用

来养老的钱啊。 ”老人哽咽地说道。 民警在了解完

情况后，迅速联系该局反诈专班和樟树墩派出所，

一同开展侦查。在经过现场取证、调查走访等侦查

工作后， 办案民警发现一可疑男子有重大作案嫌

疑。 经比对， 该可疑男子系有盗窃犯罪前科的聂

某， 办案民警随即对其住所及其他落脚点进行布

控，并在案发后

24

小时内便成功将其抓获。 据交

代，聂某因赌博欠了一身外债，就动了歪脑筋想搞

点钱花，刚好发现老人家中无人，于是就通过撬门

的手段，非法进入老人家中盗取财物。 目前，嫌疑

人已被刑事拘留。

民警把钱退还给老人

本报讯 钱娜 记者杨小军报道 ：

8

月

10

日 ，

广信区祝某驾驶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的车辆违规

上路，且行驶中无视交规，混行至机动车道、闯红

灯、 越双黄实线， 最终与正常行驶的白色小车相

撞。结果，他不仅要自行承担车损、医药费，还需要

赔偿白色小车的车损。

交警查看公共视频发现， 祝某骑电动车闯灯

越线的行为可谓非常危险， 他居然敢与大货车抢

行， 如果对向车道的红色大货车未提前发现其越

线意图，后果不堪设想；而如果白色车辆再晚一点

经过，撞击的部分就会从车头变成车身；祝某也未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中沦为了“ 装饰”被甩

离了头部，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祝某没有一点

交通安全意识，虽然在此次事故中只受了轻伤，他

却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 买单”。 交警判定祝某负

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他不仅要自行承担车损、医

药费，还需要赔偿白色小车的车损。

本报讯 汪秀兰 记者杨小军报道：

8

月

16

日，

婺源县人民法院发布公告， 裁定宣告该县百星奇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这是婺源法院受理的首例破

产案件，该公司也是婺源首个被宣告破产的企业。

据悉，婺源县百星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登记设立，后公司经营不善于

2014

年

6

月起

停产停业，并欠下巨额债务。

2020

年，法院依据债

权人詹某某的申请，受理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后

法院依据法律规定指定管理人， 调查该公司财产

及债权债务， 并在调查后及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法院经审理发现，婺源县百星奇科技有限公

司的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 也不存在

其他破产障碍事由，且已达到破产条件，故宣告其

破产。 下一步， 法院将及时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表决破产企业财产分配方案并进行分配，以促

进该案妥善审理终结，助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本报讯 董细兰 记者杨小军报道：

8

月

19

日，

万年交警仅用

24

小时，就成功侦破一起交通肇事

逃逸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当日

19

时许， 该县交警大队齐埠中队接齐

埠派出所转警称，在齐埠乡齐家村路段，有一名

女性因头部受伤躺在路上， 目前已送至医院治

疗，疑是交通事故。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

行勘察，现场除了一滩血迹外，没有任何散落物，

附近的村民也均表示不知情。 通过大量比对工

作，细心的民警在一段公共视频中，发现一辆绿

色三轮摩托车有些异常，有重大嫌疑，而且该辆

三轮摩托车上装着特殊之物———花生。由于正值

花生丰收季节，这么多花生会不会是拉到街上售

卖？民警顺着这条线索，经过多方询问，最终锁定

了三轮车车主是余干县人， 年龄在

60-70

之间，

男性。 随后通过信息研判，民警获取了驾驶员身

份信息，最终锁定了肇事司机为余干县古埠镇的

余某某， 办案民警火速前往嫌疑人住处实施抓

捕。 在村干部的指引下，民警找到了余某某和被

余某某分处藏匿的三轮摩托车和车牌。 经审讯，

余某某对肇事逃逸事实供认不讳。

2

76

“ 找到了，老人找到了，快来人，还活着！ ”

8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35

分左右， 民警和人防绿舟救援

队以及热心村民历经

8

天的搜寻，在万年县苏桥乡

上门村一山脚下偏僻稻田里， 将

81

岁的胡老太找

到，救援人员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 我母亲胡某

81

岁 ， 在

5

天前独自离开

家， 离开之前给家里的信息是前往另一村的

亲戚家做客，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家人到

处寻找无果。 母亲患有轻微阿尔茨海默病，走

失可能性大 ，请求帮忙寻找 。 ”

8

月

16

日 ，苏

桥乡居民柴某心急火燎地来到该县公安局苏

桥派出所求助。

性命攸关，不容耽搁，苏桥派出所接获消息

后，立即组织民警赶赴现场，第一时间进村开展

走访调查。 民警同时调阅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沿

路追踪， 发现老人的身影在一片深山坳附近出

现过，但此时胡某在山里的具体位置仍不清楚。

民警和家属立即以该处为起点开始扩大范围，

寻找老人的身影， 许多热心村民也自愿加入搜

救队伍。 老人出现的地方，山深林密，到处杂草

丛生，而且地形复杂，沿途岔道也很多，民警和

热心村民当天进山搜寻未果。 而此时胡某已经

走失多日，生死未卜，民警和家属都心急如焚。

虽然进山寻找无果， 但民警和家属并未放

弃寻找，为了加大搜寻力度，

8

月

23

日，派出所

民警积极联系该县人防绿舟救援队进行联合搜

救。救援队带来专业救援设备进行搜寻，然而由

于山大沟深，加之对该处大山地形不熟悉，民警

和救援队员进山寻找一天也未发现老人的身

影。

8

月

24

日早上

6

时，该县人防绿舟救援队

队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次前往上门村，携

带绳索、无人机、救援担架、干粮、药品等专业器

材和物品，分成

3

队，每队两到三人进入更深的

山坳中展开地毯式搜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凭借丰富的救援经验，

24

日

上午

10

时

35

分， 救援人员发现一处稻田内有

禾苗稍微倾倒，他们快步走近发现，果真里面有

一人躺在地上，而她正是走失的老人胡某。让人

没想到的是，虽然距离老人走失已经长达

13

天

之久，但老人被找到时，还有生命体征，只是身

体很虚弱。

救援队员立即用随身携带的湿毛巾给老人

补充了点水分， 随后用担架一步步艰难地将老

人抬出大山坳，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将老人送

往医院检查治疗。“ 我们找到生还的老人，真的

很激动，当老人被抬到村口等待医务人员时，周

边的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感谢民警和我

们救援人员的帮助，说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我

们感觉很暖心。 ”人防绿舟救援队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

接受进一步治疗。

（陈淑芬 李心仪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市优秀志愿者”程秀萍：微光成炬 照亮前行征程

“ 一个人很渺小， 但是为人民服务永无止

境，凝聚众人力量，就是磅礴之力。”这是婺源县

志愿者协会会长程秀萍镌刻在内心深处的信

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婺源人，程秀萍深爱自

己的家乡，在志愿者协会秀出最美风采，为建设

“ 中国最美乡村”默默奉献，服务民生，先后获评

“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上饶市优秀志愿

者”、“ 上饶市优秀红十字志愿者”、“ 上饶市最美

防疫志愿者”、“ 婺源身边好人” 等诸多荣誉称

号，赢得点赞无数。

弘扬传统美德 做爱心使者

作为婺源县志愿者协会会长、 红十字志愿

者和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 程秀萍自

2014

年加入该县志愿者协会以来， 已参加公益活动

4000

余小时， 广泛参与助学扶贫、 关爱孤寡

老人、 关爱留守儿童、 生态环境保护、 文明交

通指引 、 无偿献血 （ 个人献血量达

7200ml

）

等公益项目。

“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

从小， 程秀萍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不管是谁

遇到困难， 只要是她力所能及的， 她都竭尽全

力帮助， 是人们眼里的“ 乖孩子”。 长大成人

后， 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 程秀萍把每一个需

要帮助的孩子都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作为志愿

者协会会长， 她定期组织志愿者为教育资源薄

弱的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教授音乐、 舞蹈、 书

法等艺术课程， 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开展少年儿

童喜爱的文化、 法律及平安自护等课程， 还为

他们赠送文具用品、 图书读物等。

除了爱幼， 程秀萍还尊老 ， 弘扬尊老爱

幼传统美德 。 多年来 ， 她和志愿者们一道 ，

常态化为孤寡老人送服务 ， 帮助老人搞卫

生、 剪头发、 洗衣服、 包饺子 、 做点心……

已累计帮助孤寡老人

160

多次 ， 成了大家心

中的 “ 好女儿 ”。 每逢新春佳节 ， 程秀萍还

和志愿者们一道， 不畏严寒为城乡敬老院和

偏僻山区的老人们送去棉被、 衣服、 鞋帽和

年货， 让他们充分感受到节日的快乐和关爱

的温暖。

投身文明实践 实干勇担当

作为一个“ 弱女子 ” 和一名党员 ， 今年

48

岁的程秀萍在婺源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 ，

她身先士卒， 积极努力， 开展“ 交通指引、 环

保宣传、 垃圾清理” 等各项文明实践活动， 不

管何时何地， 只要“ 创文” 有需要， 都有她忙

碌的身影。

除了为“ 中国最美乡村” 美颜和扬名， 程

秀萍还助力“ 体育婺源” 建设。 在婺源举办国

际马拉松赛期间， 她带领志愿者们积极开展赛

事服务， “ 发放比赛号牌、 核对比赛服、 引导

参赛人员、 开展后勤保障服务……” 在人们的

眼里， 她就是一面赛事中的“ 流动红旗”。 在

婺源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中， 她和志愿者们活

跃在赛场的每一个角落 ， 直到夜幕降临才

“ 闲” 下来吃上一口快餐。

程秀萍对“ 马路天使” 的环卫工人格外关

心。 每逢酷暑难耐的夏季， 看到环卫工人顶着

炎炎烈日， 挥汗如雨地干活时， 程秀萍都会默

默地为他们送去降温防暑药品； 在天气寒冷的

冬季， 她会组织志愿者们为环卫工人送上热气

腾腾的爱心饺子。

巾帼不让须眉 风雨中前行

2020

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袭击，程秀萍第一时间积极响应，组织了

50

多名志愿者“ 蹲点”在紫阳镇各个小区的出入口

和商场超市的出入口，严格执行体温测量、出入

登记等疫情防控措施，确保“ 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 每天早晨

7

时，程秀萍都准时到自己“ 蹲

点”的源头新区小区值守，严格登记小区居民进

出和体温监测情况，引导社区居民依规出行，确

保“ 万无一失”。抗疫期间，她连续坚守巡查岗位

50

多天。

“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2017

年

6

月

24

日、

2020

年

7

月

8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婺源先后遭遇特大洪涝灾害。 每逢灾难， 程秀

萍都舍小家为大家， 临危不惧， 带领志愿者们

挺身而出， 深入一线抗洪救灾。 风雨中， 程秀

萍不顾自己单薄的身子， 和男子汉们一道铲砂

石、 扛沙袋、 转移群众和物资……程秀萍还与

该县红十字会一道， 向省红十字会、 省红十字

基金会等多个部门争取到了灾包、 家庭包、 睡

袋、 大米、 食用油、 矿泉水等多批救灾物资，

并第一时间带领志愿者们送到灾区。

（吕富来 俞雪柏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程秀萍（左一）给敬老院老人送温暖

：

81岁老人走亲戚野外走失13天 警民合力搜山救回

救援队员喂水给老人喝

擅自占道。 当日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东都花

园路段时 ， 发现当事人柯再兴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施工 ，该

行为属违法行为 。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柯再兴进行批评教

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200

元的行政处罚 。 同时 ，责令

其整改 。 当日 ，市城管局共查处擅自占用城市道路违法行

为

3

起 。

乱停乱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水南街书院

路时，发现当事人杨思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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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健进行批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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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共查处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违法行为

86

起。

乱扔烟头。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在上饶火车站平台巡查

时，发现当事人陈韶康乱扔烟头，该行为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

对当事人陈韶康进行批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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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局共查处乱扔烟头违法行为

13

起。

（林巍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

市城管局近期大力开展市容秩序 “ 十乱 ” 整治行动 。

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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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起 ， 并对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

处罚案例予以曝光 。

81

13

200 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