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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特征

辨别技巧

症状及副作用

南
海
区
举
报
电
话

区扫黑除恶办

86399545（工作时间）

区公安分局

13500260110(24小时）

区纪委（监察委）

12388（工作时间）

如市民发现涉黑涉恶涉乱线索，欢迎积极举报，举报线索有机会获得最高 13 万元的奖励。

毒品 “奶茶”。

以
案
说
法

新
型
毒
品

目前的新型毒品种类繁多，花里胡哨，多被
毒贩伪装成食物、饮品等形式进行不法行为，奶
茶粉就是这类“狡猾”的毒品。今天，南海家书
带你认识一下伪装新型毒品“奶茶”。

『
奶
茶
』新型毒品“奶茶”，是一种以小型冲泡饮品包装为

伪装新型毒品的统称，其主要混合了K 粉、冰毒、摇头丸、

MDMA 等多种成分。“饮毒”工具简单，不受条件限制。

“奶茶”成瘾性强，毒性巨大。大量临床资料表明，

吸食此类“奶茶”对大脑神经细胞产生直接的损害，

导致神经细胞变性、坏死，出现急性、慢性精神障碍。

更严重的还会导致神经中毒反应，损害心脏、大脑组织、

肾脏甚至导致死亡。

警惕！
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

珍爱生命

远离 毒品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廖馨 李文婷 卢嘉泳

“奶茶”外形呈粉末状，多用奶茶、咖啡等包

装掩饰。这类毒品的外形与真正的奶茶极相似，

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不会发生变化，

甚至香味都十分相似。

如遇到包装上标明“清新柠檬风味”“立顿

奶茶”的饮品要提高警惕。这种“奶茶”外观与

普通小包装奶茶无异，但仔细观看，这些“奶茶”

包装制作粗糙，没有基本成分和食用方法的说明。

防范“网购诈骗”“套路贷”需要注意什么?

购物认准正规网站
警惕高额罚息等霸王条款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朗乾坤 南公宣

因为防范意识不足，年轻群体是电信网络诈骗侵害的重点对象之一，涉及网

络购物、冒充客服等电信网络诈骗案多发高发。而对于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

则容易被“网络贷款”等幌子所吸引，深陷“套路贷”陷阱。面对社会上五花八门

的信息，“后浪”们一定要学会甄别，多留一个心眼，维护好自身利益。

2019 年 12 月 20日晚 8时，南宁市兴宁派出所

突然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范围内有一名携带毒品的

男子。警方根据线索连夜追缉成功将嫌疑人黄某捉

获，并在其身上搜出 25 小包新型毒品“奶茶粉”。

据统计，嫌疑人黄某持有毒品数量超过 10克，因非

法持有毒品已被刑事处罚。

11 岁男孩沉迷网游
被骗近 1.9 万元

网游
诈骗

今年 7月25日 21时许，11岁的小超被父母带到

南海公安分局丹灶派出所报警称，小超在玩游戏时被

骗了很多钱。民警调查发现，小超因涉世未深陷入网

游诈骗圈套，共计被骗近1.9 万元。

原来，小超喜欢玩某热门射击网游，也在游戏中

认识了不少“朋友”。6月 25日中午，小超在玩游戏

时添加网友老A的微信并购买了游戏外挂，后对方以

威胁举报小超游戏作弊的形式骗得2600元。当晚20

时许，小超又添加了网友小新的微信，想要购买一个

游戏账号，但对方在他转账1800元后就将他拉黑了。

此时，小超还未意识到自己接连被骗。当晚又添

加另外一名网友的微信用1200元购买游戏账号。从 6

月26日至 7月18日期间，对方反复以更改游戏账号

密码的形式向小超索要钱财，小超又被骗1.3 万元。

防范提示

1

2

3

4

购物请认准网络购物官方网站、

正规购物网站。

不点击、不下载陌生人发来的网页链接、平台和 APP，

在填写支付信息时，一定要检查支付网站的真实性。

不接受任何来路不明客服人员以各种理由提出

退款要求。

不要被所谓的“低价”诱惑，不要轻信“中奖”“免

单”信息。

小美借小钱
掉入“套路贷”陷阱

套路
贷

在南海从事蔬菜批发生意的小美由于无法偿还“某借到”

网络贷款平台的贷款，经介绍到“某贷宝”平台借款。后来在“某

贷宝”平台财务人员的指引下，小美签了一张欠条，双方商

定借2000元，到账1400元，分八天平均还款，一天还250元，

并要求小美上传了手机通讯录，借款很快就打到了小美的微

信账号上。

接下来，财务人员不断给小美介绍新的借款人，小美于

是通过向不同财务人员借钱“救急”。短短两个月，小美发

现原本 2000元的小贷款，现在已经“多”到还不清了……在

小美东拼西凑 10万元还清部分债务后，财务人员还利用小

美此前上传的通讯录，轮番短信、电话骚扰小美的家人及朋友。

防范提示

1
不要轻易相信假冒银行名义的所谓合作公司、中介

或个人，以及“无抵押、免息贷款”等广告宣传噱头。

宣传噱头要小心

2
“套路贷”团伙一般多以“小额贷款公司”的名义招揽生意，

但实际上无金融资质，借款前要查询核实其是否正规。

防范意识要保持

3
借款人在签订合同前，要警惕到手现金“打折”、高额

罚息、利滚利等霸王条款，凡是口头打包票却不肯写进

合同的，绝不签名。

落笔签字要谨慎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程虹  通讯员 李敏怡

以南海区《关于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意

见》为依据，辖区内 7个

镇街结合实际，出台镇街

一级的配套意见，形成上

下一致、权责清晰、有机

联系的政策体系。

以 7 个镇街作为矛盾纠

纷化解的基本单位，发挥

其主力军作用，坚持矛盾

纠纷就地化解，探索推进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经

验做法，提供高效便民、

群众满意的工作机制和

方式；坚持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

矛盾纠纷家门口调解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南海区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改革与探索给出新指引。经过两年的探索，南海

区逐渐形成了“147”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让生活在南海的市民遇

到问题有地方“找说法”，遇到矛盾纠纷首先想到调解。

南海构建“纵到底横到边”的调解网络

一年内各类调解组织共调解案件42621件

调解案件 42621 件

调解服务覆盖全区 凝聚“邻里之情”
从源头化解矛盾经过两年建设，目前，南海区已有 425 个人

民调解委员会，在自然资源分局等部门成立了 13

个调解工作室，在镇（街）设置了 32 个治安纠纷

调解工作室、13 个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和 15 家个

人调解工作室，调解服务覆盖全区。

南海通过发挥区、镇、村三级联动作用，形成

矛盾纠纷化解纵向贯通局面；通过将人民调解、司

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衔接，形成矛盾纠纷横向覆

盖网络；通过动员多方社会力量，构筑和谐互助的

社会氛围，令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成为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2018 年下半年至今，南海区各

类调解组织共调解案件 42621 件。今年 7 月，

南海区的“147”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还

获评 2020 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

“十佳案例”。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147”矛盾

纠纷多元化工作机制是南海区在市域社会治理的

一种有益探索和重要创新，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化

解矛盾纠纷的成功经验和制度创新。接下来，南

海区将持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建

设，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重要抓手，不断探索新

时代“枫桥经验”创新路径，总结推广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的“南海经验”，推动南海区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机制提档升级。

桂城街道碧湖花园有两户上下

楼邻居，曾因空调漏水问题吵了多年，

互不相让。后来，楼长和街坊会在

组织活动时将他们请下楼，邀请两

家人融入小区活动，当两家人稍有

互动时，楼长趁热打铁，问两家人：

“你们还会想吵架吗？”

楼上的人家先说：“确实没有

必要了，我回去换新空调。”楼下的

住户也意识到错误，争着说道：“我

们一人出一半钱。”从此以后，两户

人家关系越来越好，其中一家外出

买菜，煲靓汤等都会预留对方的份。

邻里关系的改善，背后源于两

个字：创熟。

2011 年 8 月，桂城率先提出创

建“熟人社区”，动员公众参与社区

治理，成效明显。在此基础上，以“创

熟”课题组组长苏志敏的名字命名

的调解工作室应运而生，共同将桂

城街道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的体系工作推向新台阶。

在苏志敏的带领下，桂城的“创

熟”队伍有越来越多的同路人加入，

至今扩充至 7000 人。“我们广泛动

员群众参与调解，让调解深入小区、

进入楼道，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

民事民管。” 苏志敏说，尤其是楼长

等群体熟悉社情民意，调解更加有效。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147

1
一个强有力
的领导体系

4
四个有效运转
的工作机制

7
七个功能完善的
网格化实施单元

通过区镇 (街道 )两级财政保障

经费的来源
财政投入
机制

通过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协

同联动发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

合力

任务协作
机制

通过参与主体市场化、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保证矛盾纠纷化解

的成效

多元主体
培育机制

通过精细化管理完善基层治理体

系提高治理能力实现长治久安
绩效考核与
奖惩机制

案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