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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社区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诈骗案

件，既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秩序，也使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诚

信遭受到严重威胁。为进一步打

击诈骗犯罪，南海公安分局持续加

强打击治理力度，通过加强宣传，

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防范诈

骗犯罪于未然。

“针对目前常见的网络购物类

诈骗、办理贷款类诈骗、刷单刷信用

诈骗等高发警情，开展线上线下的

新颖的反诈骗宣传尤其必要。”南海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蔡立新表示，希

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全区广播防

骗防范的种子，不断提高市民甄别防

范的意识，进一步发挥群防群治的

力量，压控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

南海公安分局副局长谭新元

表示，将把反诈志愿者纳入平安南

海大巡讲护航志愿者联盟，并对他

们进行培训，让反诈工作更到位，

效果更突出。

党群齐涂鸦 共绘文明墙
画涂鸦绘文明场景、练书法修身提素养、读绘本创家庭和谐……上周，桂城多个社区举办丰富多彩的活

动，不同年龄层的居民聚在一起，在多元化活动中共同营造良好、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下面，一起来看看
部分社区精彩活动吧！

近日，海逸社区组织党员志

愿者、海逸大协、学生团员和亲

子家庭开展为期两天的墙绘活

动，美化社区环境，并向居民宣

传社区工作及“创熟”故事。

在活动开始前，社区联系

了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协会成

员，对该墙体进行设计图案及

描底稿。图案以社区日常开展

的便民服务、志愿服务为蓝本，

展示了社区居民在基层党组织

的引领下，传递“创熟”正能量

的场景，例如一直坚持爱心义

剪的英姐、经常开展小区清理

行动的海逸楼长等。

活动当日，在海逸社区大

学生协会成员的协助下，参与

者们根据效果图选好颜料，认

真墙绘。有趣的墙绘涂鸦吸引

了居民的注意，小朋友们也加

入其中，一同为墙体进行上

色。

9月11日，“骗可防防有道”平安南海大巡讲反诈宣传活动暨平
洲派出所护航志愿者联盟启动，康怡丽苑鸿辉物业等护航志愿者联
盟队伍代表接过授旗。今后，平洲片的17支护航志愿者联盟队伍
共800多名志愿者将走向基层对广大市民进行防诈骗宣传。

5月初，何伯在一股民群跟

着“老师”购进了几只推荐的股

票，大好的行情下他很快就赚了

钱。这时，这位“老师”又私下向

他透露，他和朋友准备重组一家

上市公司，但是目前资金不足，

如果集资一起去炒“伦郭金”，赚

钱了就可以重组上市公司，何伯

还将拿到公司的原始股份，收益

达十倍以上。

由于此前这位“老师”推荐

的股票都赚了钱，而且听到高额

回报的字眼，何伯不禁心动了，

当即就按“老师”的指引下载了

一个叫“伦郭金”的投资股票软

件。很快，热情的“客服”联系何

伯，告知其会有交易高手提供独

家策略，准确把握风险，稳赚不

赔。为了让何伯信服，客服还为

何伯开通了模拟账户让其尝试，

果然几天股票就获利了。

禁不住诱惑，7月10日，何

伯转账了7.1万元到对方账户

里开始投资。在“师傅”的带路

下，行情一片大好，系统显示每

天都有高额的盈利，这更加坚定

了何伯对该平台的信任，马上与

对方约定共投资120万元，余款

将于几天内全部汇出。

家属得知后，认为何伯被

骗，立刻制止了他汇款。何伯

手上的 100多万元是保住了，

但是之前投入的7万多元还在

平台上。怎样能帮他全额追回

呢？警方巧施妙计追回已投本

金，民警先尝试用何伯的账户

进行出金操作，而平台不是显

示“系统繁忙”就是“网络延

迟”，无论怎样操作都不能转出

本金。

这急坏了一旁的何伯和其

家属。民警转变方向，与客服再

次确认要继续追加100多万元

的投资款，为了让对方完全信

服，民警还把存款余额的截图发

给了对方。这一招果然奏效，客

服殷勤招待，亲切催促何伯尽快

转账，锁定收益。

看骗子放松警惕，民警不紧

不慢，以要确认资金是否自由进

出为由，要求尝试操作出本金，

但狡猾的骗子仍以各种理由推

搪。经过耐心沟通，斗智斗勇，

对方终于应允资金可操作转出，

但并非立即到账。为持续跟进，

民警还添加了何伯女儿的微信

为好友，保持联系。当晚10时

许，其女儿来信息称，7万多元终

于全额返回到何伯的银行账户

中。

正当大家都以为可以松一

口气时，民警又遇到了新的情

况。何伯女儿反映，其父亲对该

高回报投资项目还抱有一丝幻

想，担心父亲再次上当受骗。

民警分析了何伯这样的年

长投资者的投资特点，由于思维

相对固化、对金融认识不足、贪

图高收益、过于轻信他人，容易

被骗子再次盯上，决定再次对其

进行宣传教育。

次日，民警特意约何伯到派

出所，苦口婆心尝试扭转其思

想，让他从家庭、健康、财富等方

面权衡利弊，同时让其家人多关

心老人心理状态，做通思想工

作，逐步打消了何伯追求“一夜

暴富”的念头。

“幸好有你们，真的太感谢

了！”对于民警的耐心劝阻，保护

了自己的财产安全，何伯及其家

属表示感激不尽。

逾八百市民加入反诈骗队伍
平洲派出所护航志愿者联盟成立

活动现场组建和启动平

洲派出所护航志愿者联盟，

为平洲派出所辖区的康怡丽

苑鸿辉物业、南海寰宇城第

一太平戴维斯物管、深圳市

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

山分公司等8支护航志愿者

联盟队伍代表授旗。“目前，

我们的护航志愿者联盟队伍

已组建了17支，志愿者超过

800人。”平洲派出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外已联动辖区

内所有大型楼盘的物业和居

民自组织，把他们发展成为

基层防诈宣传的重要力量。

反诈骗宣传工作是桂城

的 重 点 安 全 项 目 之 一 。

2020年是建设安全社区持

续改进的关键之年，也是安

全发展三年规划各重点安全

项目推进工作的攻坚之年。

安全社区的内容涉及到人们

的生产、生活工作乃至环境

各个方面，涵盖了道路交通

安全、涉水安全、工作场所安

全、公共场所安全、学校安

全、居家安全、老年人安全、

儿童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

火、社会治安、防灾减灾、环

境安全等诸多领域。

800多名志愿者
将进社区宣传防诈骗

广播防骗防范种子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

多亏民警三招 老伯百万存款免遭“清空”

案例分析

民警再次教育 筑牢老人思想防线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 曾蓉 图/珠江时报记者 章佳琳

■■88支志愿者代表队伍获授旗支志愿者代表队伍获授旗。。

为培养社区居民的文化

自信，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

文化生活，近日，江滨社区联

合复然艺术馆开展“习字修

身，传承传统文化”毛笔书法

培训班，邀请知名书法家骆

成鑫为辖区居民进行授课，

普及书法基础知识和习字规

范。

骆成鑫先从培养学生养

好书写习惯开始授课。在骆

成鑫的细心指导下，不管是小

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学会了正

确的执笔姿势。随后，骆成鑫

现场示范书写，落笔、起笔、行

笔、收笔，边写边讲。不少居

民是初次拿毛笔，还是不太习

惯，手抖、下笔太重、性子急写

得过快等问题一下子都反映

了出来。骆成鑫便逐一指导，

细心讲解示范。“书画学习是

一场漫长的修行，一撇一捺学

写字，一点一滴学做人，必须

坚持。”骆成鑫说道。

江滨社区党委书记梁雪

卿表示，规范、端正、整洁的汉

字书写是自身素养的深度体

现，通过习字这种方式来存心

养性，修炼身心，有利于提升

居民素养，营造浓厚的书香文

化氛围。

近日，桂城街道妇联“五福家

庭召集行动”系列活动走进尖东社

区，与三十多对书香会亲子家庭开

展美好家庭养成计划分享会，共享

齐家之本——“和”的家庭教育意

义，在书香会文化氛围中凝聚“熟

人社区”的故事。

分享会上，正面管教导师艾

莎以一系列家庭教育故事分享，带

动亲子一起探讨家庭和睦、邻里和

谐的内涵。家长们纷纷发表自己

对孩子教育的感受，孩子们也积极

分享生活故事。在手工贺卡制作

环节，孩子们发挥想象力，与父母

一同写下美好家庭心愿。过程中，

家长们实践起亲子互动技巧：正向

引导、以身作则、鼓励与支持，在亲

子间陪伴与相互合作中，一个个温

馨的亲子互动瞬间定格。

据悉，尖东亲子书香会品牌

项目正是桂城“创熟”一个缩影，现

阶段围绕“爱和勤俭善”五大主题

打造“美好家庭养成计划”亲子书

香品牌，让“好家风”文化流淌在社

区家家户户，在“创熟”氛围中形成

“社区助力家庭建设。

为助力脱贫攻坚，传递关爱

力量，9月9日上午，怡海社区党

委、党员志愿者及街坊会志愿者代

表带上慰问品来到林岳社区，探访

8户高龄困难长者。

带着筹集的大米和牛奶，志

愿者们兵分两路，在社区人员带领

下一起入户。怡海社区志愿者与

长者们聊家常，了解他们的日常起

居、身体状况，把爱心物资送到长

者手中，传递关爱力量。

87岁的娥婆婆自己一个人

住，她表示，十分高兴志愿者们来

探望自己，还跟大家分享自己最近

的食谱、家庭状况等。整个探访活

动里，志愿者和被探访的长者都有

良好的情感体验。街坊会代表仪

姐分享说：“到访林岳社区，让我看

到林岳党员志愿服务队对辖区居

民细致的关爱服务，并从中学习。

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坚持行善向善

的信念，温暖社会，照亮社会。”

涂鸦美社区 文明画上墙海逸社区

9月12日上午，在大德社区

党委的带领下，大德社区融爱家

庭服务中心组织党员志愿者、巾

帼志愿者及小区热心市民，在康

怡丽苑小区开展“做好垃圾分

类，共建美好社区”为主题的环

保日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形式为玩游

戏、集印花、兑换礼品。不同的游

戏摊位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参

与。游戏摊位分别设置了“垃圾

分类转转盘”“垃圾分类大王”“垃

圾分类拼出趣”等，让参与者认识

垃圾分类标识，学习垃圾分类标

准，提升垃圾分类意识。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垃圾

分类意见征集”以及“垃圾分类

问卷调研”摊位，参加者在便签

纸和调查问卷上畅所欲言，为推

动垃圾分类工作出谋划策。

扶贫攻坚砥砺行 党群携手献爱心怡海社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邹韵斯陈宛彤芦静琳黄少丹关洁珊通讯员供图

■海逸社区志愿者为墙体涂鸦填色。

开办书法培训班
习字修身传文化

江滨社区

■居民参与大德社区垃圾分类游戏。

垃圾分类进小区 提升居民环保意识大德社区

亲子相伴读书 养成美好家庭尖东社区

■怡海社区志愿者带着爱心物资到林岳社区开展志愿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