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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车、上路，6月18日下午，佛

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派驻高二村第一

书记朱柏村又从云浮市富林镇高二

村带了一车处理干净的农家鸡回佛

山，2个月来，朱柏村已通过朋友圈

帮助其中一户贫困户卖了大部分滞

销农产品，销售额累计破两万元。

朋友圈卖农货
受疫情影响，高二村部分农户

的农产品出现滞销现象，自家饲养

的农家鸡、鸭、种植的大米、花生油、

蜂蜜等难卖出去。朱柏村入户走访

时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多留了个心

眼，他想着如何拓宽销售渠道，帮助

农户减少损失。

恰逢网络“带货”流行起来，朱

柏村想到可以借此“东风”，于是他

便利用微信朋友圈推广高二村的农

产品，帮村民做起了微营销。“花生

油18元/斤，大米3.5元/斤！我村

农户家里的产品，可靠！您的一次

关注，也是他们脱贫的动力”。4月

10日，朋友圈里，朱柏村的这条消

息刷了屏同时也得到了许多爱心人

士的关注。

“找你买吧，这就下单”“村里路

线怎么走，我也要支持一下老同

学”……网友们留言活跃，用高涨的

热情为网上消费扶贫助力。

2个月时间，朱柏村帮助农户

卖出了1000多斤大米、500斤花生

油和40只农家鸡。这背后，朱柏村

付出了很多。他与农户沟通，依照

顾客需求建立微信群。为了解决运

输问题，朱柏村利用自驾车返回佛

山的机会，把车箱清空，然后塞满一

车农产品运回佛山，并送货上门，而

需要长途运输的，朱柏村就想办法

联系物流公司。

“只要农户的产品能卖出去，我

的心事就解决一大半了。”看着一箱

箱大米和花生油“走出山村”，朱柏

村的语气也变得轻松了许多，“我发

朋友圈推广的农产品有相当大一部

分是村里的贫困户老曾（曾森贤）家

的，老户主有慢性疾病，家里生活靠

他饲养的走地鸡和售卖农产品支

撑，一家八口不容易。”朱柏村坦言，

农产品销不出去，这家人的生活就

更艰难了。

帮贫困户增收
据介绍，高二村71岁的贫困户

曾森贤一家8口，妻子患有尿毒症，

大孙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家里仅有

儿子偶尔外出务工，收入很低。不

幸的是，曾森贤本人也患有长期慢

性疾病，常年吃药，劳动能力较弱，

但他却有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

在养鸡方面也有些心得。平日里，

他靠卖大米、花生油和走地鸡贴补

家用。

朱柏村一想到“带货”帮扶的方

式，立即到曾森贤家，“老曾，你看你

天天风里来雨里去也没有多少人

买，不如我帮你放网上卖？你负责

供货就行！”

“行！”说干就干，朱柏村立即行

动，通过微信发朋友圈推销曾森贤

家的鸡和其他农产品，两个月下来，

销售额破两万，这可乐坏了曾森

贤。“我也没有想到能卖得怎么样，

现在看还行。真得谢谢朱书记。”如

今，在朱柏村的“带货”下，曾森贤一

家的收入提高不少，生活质量也得

到了改善。

现在，朱柏村成为了村里名副

其实的“带货书记”，他的私家车也

变成了“带货车”。“带货车”不断刷

新的里程表背后是贫困户的腰包越

来越鼓。驻村一年来，朱柏村的车

走了31754公里。据了解，高二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8户，贫困人

口 355人，2020年可全面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

文/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朱明菲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朱

明菲通讯员/关文轩）网格员日

常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巡查走

访，通过巡查能及时发现问题

并处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带

给百姓实惠。

私拉电缆成隐患
网格员协助消除

日前，英明社区第三网格

（村尾片区）巡查员进行日常巡

查时，接到村民反映，指该社区

尾孖三巷9号房屋外墙上电箱

的电线不时有火花出现,存在

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巡查员

立即赶到现场查看，发现该处

电线旁边的墙体已有烧黑情

况，并不时有火花出现，消防安

全问题属实，随即上报情况到

网格化平台。经区经促局工作

协调，相关线路的运营商工作

人员到现场调查，经核查该位

置出现火花是因为该用电设施

私拉电力电缆所致，随后与社

区沟通由英明社区负责对该位

置的违法用电设施进行清除。

7月，经社区的协调和处置，该

处违法用电的电箱设施和私拉

的电线均已拆除，消防安全隐

患得到排除。

及时拆除危房
消除安全隐患

英明社区第一网格（忠义

片区）巡查员进行日常巡查时，

发现位于该社区忠义村西对涌

一巷的一危房存在倒塌的危

险。该危房大部分建筑已倒

塌，仅剩一部分破旧的墙体，且

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对周边群

众存在严重的生命安全隐患。

发现后巡查员立即上报情况到

智慧社区工作站，社区接报后

迅速联同相关部门人员赶到现

场处理。经多方研究后，决定

对危房进行即时拆除。现在，

危房已清拆完毕，安全隐患得

到排除。

私家车变“带货车”
助贫困户增收

2个月卖出1000斤大米500斤花生油40只走地
鸡，帮助贫困户增收超2万元

网格员及时巡查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擦亮双眼 识别这些诈骗套路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彭家强 摄影报道）一

旦遭遇诈骗，损失很难追回；诈骗

手段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甚

至有不少“聪明人”中圈套，怎样

正确防范骗子的花招呢？

6月18日下午，九江派出所

反诈骗主题宣传活动走进辖区企

业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九江派

出所副所长刘学军现身说法，为

企业员工介绍常见的诈骗类型和

防诈骗要点。

据了解，九江派出所以“百万

警进千万家”活动为载体，将针对

企业、村居以及行业场所进行精

准反诈宣传，分别对企业财务人

员和办公室职员、镇内26个村居

干部以及行业场所经营者进行

反诈宣传培训，充分发挥核心人

群的“反诈”先锋作用，借助他们

将反诈防骗宣传送到企业所有

员工、所有居民以及特殊的行业

场所工作人员，落到实处，编织

一张覆盖全镇的“反诈防护网”，

最大限度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安全。

@九江人

“作为企业财

务人员，遇到金钱

问题更需谨慎。”据

刘学军介绍，被诈

骗受害人与学历、

学识、年龄无关，诈

骗分子懂得抓住受

害人心理，通过环

环相套的方式进行

诈骗。目前常见的

诈骗类型主要有网

络交友、兼职刷单、

投资理财、冒充公

检法、网购退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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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分子多以“交友”为名，诱

骗受害者参与网络博彩、投资等活

动，随后“拉黑”、“失联”，从而骗取

受害人钱财。

【案例】网络交友“不甘心”，连

续两次被骗共计七万多元

今年5月底，九江镇沙头一女事

主在陌陌上认识一名网友，还添加了

对方微信，对方在微信上通过发送二

维码让事主登录一投资网站进行投

资，事主转账18000元到对方提供账

户上，后发现投资的钱无法提现。

6月3日，该名女事主又在陌陌

上认识一名网友，添加QQ后，按照

对方邀请通过扫二维码，下载了一

个投资APP软件，先后分5次共转

账53000元，后发现无法提现。

网络交友+投资

诈骗套路 2
“日进斗金”的网络刷单，钱都给刷没了！

诈骗分子在各网络平台

发布招聘信息，向受害者发布

兼职刷单等“任务”，并要求以

微信红包、支付宝口令红包等

方式交付一定数额的“保证

金”、“押金”，承诺刷够一定数

量将会返还，然而每个月的刷

单任务根本无法完成。

【案例】6月16日，住九江

镇河清的陈女士在微信上看到

网友推荐网上兼职刷单，于是

联系对方开始刷单，对方以需

要连续刷单达到一定额度才能

返还本金为由，事主分9次刷

单转账给对方共73529.6元，

后发现被骗。

诈骗套路 3
网络贷款，钱没贷到反而要先给钱

诈骗分子通过不法手段

获取公民信息，让受害人下载

假的贷款APP，用常规的贷款

申请操作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后，再以交手续费、本金利息、

解冻费、保证金、验证还款能

力为借口要求受害人转账汇

款。

【案例】6月8日21时许，

事主黄女士使用手机微信时添

加了一名陌生微信好友，事主

点击对方发来的一个链接下载

了一个APP贷款软件，因无法

贷款，事主又通过该APP添加

了一名自称为客服的QQ，后

被客服以缴纳刷流水记录费

用、保证金、提高信用记录等

各种理由被骗58000元。

6月16日8时许，九江镇

下西一女事主也是添加了一

名微信网友办理网上贷款下

载了一个APP贷款软件后，被

对方以交纳保证金、验证金为

由骗取24000元。

@九江阿Sir提醒你牢记：网络投资须谨慎，加陌生好友喊你来投资，高利

息高收益肯定是骗局！刷单是违法行为，兼职刷单不可靠，轻松赚钱是骗局！

网络贷款陷阱多，以缴纳所谓保证金、解冻费等为由先转账后贷款肯定是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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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柏村的私家车变成朱柏村的私家车变成““带货车带货车””。。

■■农产品装在车厢送到佛山农产品装在车厢送到佛山。。

■私拉电缆整治前。 通讯员供图 ■私拉电缆整治后。 通讯员供图

■反诈宣传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