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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派出所获悉，民警通过缜密侦

查，快速破获一起网络贷款诈骗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现场

缴获一批用于实施诈骗的笔记

本电脑、手机、话术剧本等工

具。民警提醒，若有贷款需求，

务必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切不

可轻信网上“低息”“免抵押”贷

款。

6月5日，家住安徽合肥的

王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贷款公

司员工的人的电话，称可以给她

贷款10万元。因急需用钱，王

女士便跟对方聊了起来。通过

聊天，对方很快赢得王女士的信

任。随后，王女士添加了该“贷

款公司客服”的QQ号。紧接

着，该“客服人员”以王女士银行

卡号填写错误为由，以“缴纳保

证金”“冲刷银行流水”等名头要

求其转账。王女士先后汇款1.1

万元。当对方再次要求汇款时，

王女士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网络

贷款诈骗，遂到辖区派出所报

案。

6月11日，和顺派出所接到

该案件线索，获悉诈骗王女士的

嫌疑人在里水镇有活动轨迹，民

警随即开展排查。

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分析梳

理案件相关信息后，办案民警逐

步掌握犯罪嫌疑人诈骗时间、区

域、作案手段等特点。随后，根

据掌握的信息，民警先后在里水

和黄岐等地调查取证，很快锁定

了4名与该案嫌疑人陈某健有

密切联系的人员。然而经查证，

民警排除了该4人的嫌疑。

办案民警随即转变侦查思

路，再一次投入到对嫌疑人的追

踪工作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民

警最终在黄岐某公寓发现了诈

骗嫌疑人陈某健和陈某明的踪

迹。抓捕当天16时许，抓捕时

机成熟，和顺派出所和刑侦大队

民警一举出击，在该公寓抓获正

在通过QQ和电话实施诈骗的

两名嫌疑人。

面对审讯，嫌疑人陈某健一

开始拒不承认诈骗王女士的犯

罪事实，但是面对证据准备充分

的民警，他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

塌了。据陈某健交代，他与陈某

明为叔侄关系，两人通过非法途

径获取需要贷款人员的资料，然

后先通过电话沟通获得对方信

任，再用QQ加好友骗取对方的

银行卡账号，接着以事主操作失

误、银行账号填写错误、征信信

息不足等理由，要求事主“缴纳

保证金”“冲刷银行流水”等，从

而实施诈骗。

目前，嫌疑人陈某健、陈某

明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若有贷

款需求，务必选择正规的金融机

构，切不可轻信网上“低息”“免

抵押”贷款。可以确定的是，凡

贷款前需要缴纳“平台费”“保证

金”“验证费”等各种费用的，都

是诈骗，因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在

放款前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张经理是某企业的人事部

经理，同时也是一名党员。他在

收集员工信息时发现，企业里面

有 5 名员工是中国共产党党

员。为此，他向组织部门咨询，

如何在企业里成立党组织？

部门说法
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

条例（试行）》规定，党支部设置

一般以单位、区域为主，以单独

组建为主要方式。企业、农村、

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社

会组织、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连（中）队以及其他基层单位，凡

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

当成立党支部。党支部的成立，

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所在

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

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并批复，批复

时间一般不超过1个月。基层

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

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

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

记、副书记。批复和选举结果由

基层党委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

备案。

因此，该企业若要成立党

支部，首先应向所在镇（街道）

党（工）委提出成立党支部的

申请，镇（街道）党（工）委批复

后，该企业党支部可召开支部

党员大会选举党支部书记、副

书记。

相关链接
6 月 29 日~7 月 19 日，逢周

五到周日，南海区委组织部、

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办“必学

必做 建好建强党支部”主题微

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

机会获得华为平板、微信红包

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

海普法”、“南海组工”微信公

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法理之家

企业如何成立党支部？网贷先交保证金？骗局！
民警提醒：正规的金融机构在放款前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警惕五种
网贷诈骗套路

关键词一 无需任何抵押

“不要担保、无需抵押”，此类骗

局利用这些虚假广告吸引急需筹钱

的人，将人引入骗局。特点是几乎不

设立任何贷款条件，无抵押无担保，

且利息极为“合理”。

关键词二 贷前先交费

通常来说，正规的贷款机构在成

功放款前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所以如

果在网上申请贷款，对方让你先付手

续费等费用，一般都是骗局。

关键词三 超低息贷款

与其他贷款机构相比，银行的贷

款利率可谓最低。但即使如此，银行

的小额无抵押贷款利率也会在8%左

右，因此在网上申请小额贷款，如果

出现“3万至10万元的小额贷款，利

率仅为1%”，肯定就是骗局。

关键词四 抵押贷款只要身份证

抵押贷款要有抵押物，无抵押贷款

也需要稳定的工作以及工资流水还有良

好的个人信用才能成功申请，完全不存

在只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获得贷款的情

况。如果申请网上小额贷款，对方说凭

身份证即可获得贷款，千万不要上当。

关键词五 无需见面，传真合同

虽说网上贷款可以在网上提交

申请资料，但是最后一般都会选择面

签合同，所以如果对方说“无需见面，

传真合同”，就是骗局。

链接

南海普法 南海组工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实习生蒋柒华

为了减少疫情期间准妈妈来回

奔波，最大程度的满足周边准妈妈的

就诊需求，南方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

院以本部院区产科门诊为中心，先后

设立了和顺院区产科门诊、洲村社区

产科门诊。近日甘蕉社区产科门诊

也正式开诊，里水准妈妈们可合理选

择院区就近诊疗。

产科门诊以免挂号免排队方式

进行，由产科专家坐诊，产检项目涵

盖：遗传疾病与优生优育的指导、妇

产科疑难病症的诊治、早孕建档、常

规产检、围生育期健康指导、产后复

查等。

禁养烈性犬名录发布、广佛肇城际开通扫码乘车……

一周民生大小事 最新资讯话你知
和顺、洲村、甘蕉社区产科门诊开设，附近的准妈妈们注意啦！

同时，佛山市禁养烈性犬名录正式发布，有养宠物的里水街坊快来看

看你的宠物在不在名单中。一起来了解里水最新资讯吧！

6 月 28日，广铁管区内穗深

城际、广佛肇城际、莞穗城际开通

支付宝扫码乘车，里水街坊无需

购票，刷支付宝就可以直接乘

车。街坊们只需要在支付宝首页

搜索“广铁城际通”，点击进入“广

铁城际通”并开通铁路刷码乘车

服务，今后每次坐车只需打开支

付宝扫款码即可扫码进出站。

和顺、洲村、甘蕉社区产科门诊开诊

6月28日起广佛肇城际开通扫码乘车

近日，佛山市农业农村局官网正

式发布佛山市禁养烈性犬名录。相较

4月24日佛山发布的拟禁养烈性犬名

录，本次正式发布的禁养烈性犬名录

由原来的33种调整为27种。阿拉斯

加犬、秋田犬、松狮、德国牧羊犬、马里

努阿犬和大白熊犬6类品种移出禁养

名录，宠物主仍可在佛山市内饲养以

上犬种；西藏獒犬、比特斗牛梗犬等27

个品种正式列为禁养名录。

若宠物主已养了名录上的犬只，

应当在两个月内自行处理或者送至

犬只留检场所。养犬地址不在城市

市区范围内，则可以继续饲养，做好

免疫，规范养犬。

●穗深城际：广州东、新塘南、中

堂、望牛墩、东莞西、洪梅、东莞港、厚

街、虎门北、虎门东、长安西、长安、沙

井西、福海西、深圳机场北、深圳机场

●广佛肇城际：广州站、佛山西

站、狮山站、狮山北站、三水北站、云

东海站、大旺站、四会站、鼎湖东站、

鼎湖山站、端州站、肇庆站

●莞惠城际：东莞西站、道滘站、

西平西站、东城南站、寮步站、松山湖

北站、大朗镇站、常平南站、常平东

站、樟木头东站、银瓶站、沥林北站、

仲恺站、惠环站、龙丰站、西湖东站、

云山站、小金口站

●广深城际：广州、广州东、东

莞、常平、樟木头、平湖、深圳

佛山“装配钳工”技能竞赛7月10日前可报名
为提高佛山市装配钳工从业

人员队伍的整体技能素质，市总工

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

开展2020年佛山市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装配钳工”技能竞赛，欢迎各

位里水钳工报名。

●报名地点：佛山市机电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佛山市禅城区塱宝

西路26号二座607室）

●报名联系方式：83219713 邹

老师、吴老师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7月10

日

1．西藏獒犬（Tibetan Mastiff）

2．比特斗牛梗犬（Pit Bull Terrier）

3．日本土佐犬（Japanese Tosa）

4．巴西非拉犬（Fila Braziliero）

5．阿根廷杜高犬（Dogo Argentino）

6．中亚牧羊犬（Central Asian Shepherd Dog）

7．川东犬（重庆犬）（Chinese Chongqing Dog）

8．苏俄牧羊犬（Borzoi）

9．牛头梗犬（Bull Terrier）

10．英国马士提夫犬（British Mastiff）

11．意大利卡斯罗犬（Cane Corso）

12．大丹犬（Great Dane）

13．俄罗斯高加索犬（Caucasian Owtcharka）

14．意大利扭玻利顿犬（Neopolitan Mastiff）

佛山市禁养烈性犬名录正式发布

支付宝扫码乘车覆盖线路及车站

禁
养
名
录

15．斯塔福梗犬（Staffordshire Terrier）

16．阿富汗猎犬（Afghan Hound）

17．波音达犬（Pointer）

18．威玛猎犬（Weimaraner）

19．雪达犬（Setter）

20．寻血猎犬（Blood Hound）

21．巴仙吉犬（Basenji）

22．纽芬兰犬（Newfoundland）

23．贝林登梗犬（Bedlington Terrier）

24．凯丽蓝梗犬（Kerry Blue Terrier）

25. 罗威纳犬（rottweiler）

26. 杜宾犬（Dobermann）

27. 拳师犬（Boxer）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通讯员供图

竞赛详情扫二维码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