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有关购房客户：

由上饶市晶科胜嘉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晶

科·滨江

1

号小区（备案名：晶

科·滨江

1

号） 于

11

月

10

日顺

利开盘。开盘之后，根据广大

购房客户的需求， 经公司股

东会研究决议，同意“晶科·

滨江

1

号”原定精装房销售调

整为毛坯房销售。 从今起对

已经办完认购手续的购房客

户， 可按照调整后的毛坯房

售销方式签订合同， 保证购

房者不受任何损失， 维护购

房者消费权益。

特此通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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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 笔者从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科了

解到，我市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调整

失业保险金标准， 由原来的每人每

月

950

元上调为每人每月

1260

元，平

均每人每月增加

310

元。

据了解，根据深化“放管服”改

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简化企业

申领稳岗补贴手续， 将企业原来申

报稳岗补贴需要提供的稳岗措施方

案、 稳岗职工名单及为稳岗职工缴

纳的社保费、生活费、培训费明细等

资料内容进行简化压缩， 由申请单

位按规定填写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

贴申请表，即可享受申领。 同时，将

企业职工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

等级、标准简化为三个档次，执行高

标准发放， 即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职

工取得初级（五级）职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补贴标准为

1000

元；取得中级（四级）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补贴

标准为

1500

元；取得高级（三级）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 补贴标准为

2000

元。 同一职业

（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

次技能提升补贴。（

黄钢

）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方石泉

记

者

洪鹏

） 近日， 一个以景德镇为中

心，向周边浮梁、乐平、婺源、德兴辐

射的盗窃摩托车和电瓶车电瓶团

伙，作案时戴帽子和口罩，“扫荡式”

盗车， 在婺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

追踪侦查下，

9

名团伙成员被一网打

尽，成功侦破案件

50

余起。 目前该案

还在调查当中。

今年

10

月份以来， 婺源县城发

生多起摩托车和电瓶车电瓶被盗

案，犯罪分子每次都是“扫荡式” 作

案，给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损失。 案件

发生后， 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立即

成立专案组负责对案件进行全方面

侦查。 侦办民警立足婺源县城本地

天网和地网监控资源， 对每起案件

的视频进行追踪和分析研判。 通过

视频侦查，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从

景德镇方向进入婺源城区实施盗

窃。 于是， 侦办民警驱车前往景德

镇，在当地公安机关协助下，继续对

嫌疑人踪迹进行视频追踪。 但狡猾

的嫌疑人每次多人作案， 都是戴帽

子和口罩， 且驾驶车辆牌照全为套

牌，使侦查工作一度陷入被动。 侦办

民警经过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在摸

清了该犯罪团伙的基本构架后，多

次前往景德镇进行秘密侦查， 发现

该团伙成员时聚时散， 没有固定落

脚点，在抓捕上要等待一定时机。

12

月

8

日下午

5

时许， 侦办民警

发现该团伙主要成员在景德镇珠山

区某宾馆出现， 于是果断决定实施

抓捕，一举将在该宾馆活动的

6

名团

伙成员抓获归案。 在连夜突审时，侦

办民警发现， 还有

3

名团伙成员在

逃。

9

日下午

3

时许， 在景德镇某小

区，侦办民警成功将

3

名团伙成员抓

获，同时将追回的

7

辆被盗摩托车从

景德镇运回了婺源。

经查明，该团伙在景德镇市区、

浮梁县、乐平市、德兴市、万年县、鄱

阳县、九江市、婺源县等地盗窃摩托

车和电瓶车电瓶，先后作案

50

余起，

盗窃电瓶车电瓶

600

余个，其中在婺

源盗窃摩托车案件

19

起、 电瓶车电

瓶

160

余个。

本报讯

今年

8

月中旬，德兴市民

胡女士经不住微信好友王某的鼓

动， 抱着快速致富的想法参与网络

赌博， 没想到掉入一个精心设下的

陷阱，

30

万元血本无归。 近日，笔者

从德兴市警方获悉， 这起电信诈骗

案已被侦破， 德兴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民警赶赴福建安溪县将涉嫌电信

诈骗的杨某成功抓获， 其余同案人

员正进一步抓捕中， 至此一起架设

假网站进行诈骗的案件水落石出。

8

月中旬，德兴市民胡女士在网

上某交友平台结识福建男子王某，

双方互加微信， 在网络上交往一段

时间后， 胡某自认为对对方比较了

解，戒心逐渐消除。 一天，王某告诉

胡女士自己要去香港出差， 因自己

家电脑

IP

限制无法登录香港网址，

让胡女士帮其在一个“澳门金沙娱

乐城”的博彩网站操作下注，并将下

注的钱转了过来。 胡女士便按照王某

的要求对其报过来的号码进行了下

注，短短数日，通过胡女士的帮忙，王

某在该网站上赢了

200

余万元。

见王某报的数字精准得出奇，

屡押屡中，胡女士“心痒难耐”，便也

注册一个账号，先后投入

30

万元，联

系网站客服换分进行押注， 之后按

照王某提供的数字进行押注， 陆续

赢了

30

余万元。 见到自己的投入结

出“丰硕成果”，胡女士便向网站申

请退分提现， 系统显示退分提现一

切操作顺利， 满怀希望的胡女士却

迟迟未等到到账提示信息， 再登录

网站却发现自己账户余额归零，王

某也就此“人间蒸发”。 无奈之下，胡

女士拨打电话报警求助。

接警后， 德兴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立即展开调查， 办案民警调取了

胡女士转账记录， 发现其用于网站

赌博押注的钱财分多次转到了福建

安溪县杨某的银行账户内， 并被人

在安溪某银行取现。 随后民警赶赴

安溪，经过调查走访，掌握取款人正

是账户户主杨某， 在安溪警方的大

力支持下， 办案民警将诈骗嫌疑人

杨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 民警进一步掌握到杨

某替犯罪嫌疑人王某取款， 从中抽

取酬劳， 赌博网站建设和客服均是

王某一人扮演， 狡猾的王某在网络

上精心布置了一个交友和赌博的连

环陷阱， 以为自己终于觅得知音的

胡女士，做着网络“致富”梦，却浑然

不知已落入他人陷阱。

目前， 诈骗嫌疑人杨某已被德

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案件正进一

步侦办中。（

李玉芳

）

我市本月起上调失业保险金

每人每月增加310元

婺源公安

打掉一“扫荡式”盗车团伙

德兴公安侦破一起电信诈骗案

本报讯

（特约记者

余雅琪

摄影

报道）为提升我市城市形象，完善城

市功能，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指数，中

心城区

17

条道路正在进行提升改

造。 在此过程中，上饶市大通燃气公

司全力配合市政府， 完成一批又一

批里弄小巷老旧燃气管网的改造。

据介绍， 城市管网存在管线老

化、安全隐患、整体美观等问题，影

响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秩序。 为解决

老旧管网“跑、冒、滴、漏”问题，提高

承载能力，减少安全隐患，大通燃气

公司决定对管网进行改造。 目前，管

网改造进行到水南街崭岭头， 现场

亦是拉起了警戒线， 准备了消防器

材。 施工员不畏寒冷的天气，按照要

求携带碰接相关的工具， 有序地进

行工作。 大通燃气安排安全员在旁

仔细监督，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

中心城区燃气管网进行集中改造

本报讯

12

月

13

日下午，施家

山社区党委邀请了结对共建单位

上饶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高丹来

社区为党员上了一堂精彩的党课。

本期党课内容是以学习贯彻党章，

践行“两学一做”为主题的党课。 社

区有

36

名党员参加了学习。

高丹对新修订的党章进行详

细解读， 主要从党章内容和党性

修养方面展开讲解。 在学习中强

调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每位党员

同志都要自觉学好党章， 加强党

性修养， 时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南，做一名组织放心，群众信任的

合格共产党员。（

张馨予

）

本报讯

（

李剑

记者

王涛

）

12

月

13

日下午， 茅家岭中心小学组

织五年级学生走进信州区禁毒教

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 禁毒宣传员结合基

地展厅中的禁毒历史、 毒品的种

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

重点向学生们展示了仿真毒品样

品的模型。 随后，讲解员带领同学

们进入展览馆参观。同学们很快被

眼前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禁毒展

品所吸引住，各类文字、图片以及

雕塑，形象地向同学们展示了吸毒

的危害以及吸毒对个人、对社会造

成的严重后果。

参观结束后， 同学们纷纷表

示，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展品，才

真真正正地了解到毒品对人类的

危害，真真正正地体会到“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的深刻涵义。

施家山社区

组织党员集中学习

茅家岭小学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