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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彭家强）日前，年过七

旬的黄婆婆带着15000元现金

到九江派出所欲赎回“侄孙”。经

过了解，黄婆婆原来是遭遇了电

信诈骗，误打误撞来到了派出所，

最终在民警的解释下，黄婆婆恍

然大悟，保住了养老钱。

今年78岁的黄婆婆独自居

住在九江镇。7月20日上午10

时许，黄婆婆在家里接到了一个

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你都

不记得了吗？”黄婆婆很自然地就

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侄孙阿伟

（化名）……于是，“猜猜我是谁”

这样一种典型的电信诈骗手法发

生在黄婆婆身上，然而结局却并

未如骗子所愿。

“阿伟”跟黄婆婆说自己换了

新的手机号码，让她把新号码存

起来，还说自己明晚回来一起吃

饭。于是，黄婆婆在21日清早就

到菜市场买好了菜，打算等“侄

孙”回来好好吃一顿。

然而，当黄婆婆买完菜回家

时又接到“侄孙”的电话，说在外

地做了不光彩的事被警察抓住，

不拿钱赎人要被拘留，让黄婆婆

转账15000元给他，并让黄婆婆

保密，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婆婆

听了很着急，拿上自己的存折就往

银行跑。黄婆婆年纪大了不懂转

账，便在银行取出了15000元的

现金。“拿到钱了交给谁呢？”黄婆

婆心想着“侄孙”既然被警察抓

了，那就到派出所去“赎人”。接

着，黄婆婆坐车来到九江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向黄婆婆了解

情况后，判断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黄婆婆却一心要给钱“赎人”。“您

别着急，您侄孙肯定没事。”民警

见状安慰黄婆婆，同时多方联系

拨通了黄婆婆侄孙的电话。听到

电话那头的声音，黄婆婆一下子

站了起来，喜笑颜开。“呀！真的

是你，你没事啊。”一场电信诈骗

就此化解。

民警担心黄婆婆带着现金

不安全，于是陪同黄婆婆到银行

把钱存好，随后联系黄婆婆的女

婿把黄婆婆接回家。

南海公安提醒广大市民，遇

到此类情况，首先要冷静，并到辖

区派出所核实信息，切勿轻信电

话或网上信息，转账汇款。同时，

儿女也要多花时间关心陪伴老

人，多向老人科普电信诈骗知识，

提高老人防诈拒骗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 沈芝强

通讯员 关志荣）日前，九江一物

业所有人未与承租单位签订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被行政处罚。

当日，镇安监局执法人员来到沙

咀工业园厂房进行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经查，执法人员发现工

业园园南二路3号厂房场所的

物业所有人黄某没有与承租单

位（承租个人）签订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只与租赁方签订《租赁

合同》，且合同没有明确各自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统一管理

安全要求。

黄某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二款

的规定，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

■案情回顾：
九江镇某餐厅于 2019 年

12月26日凌晨3时15分时分，

在沙头祥瑞路不按规定倾倒、堆

放污物，违反了市容管理方面的

法律法规。九江城市管理局接

到市政保洁阿姨投诉，反映有

人深夜偷倒污水和垃圾的问

题。由于该食街有十几间饮食

店，执法人员逐间检查，但沿途

饮食店全部予以否定，办案进

程陷入僵局。后执法人员发现

该道路食街街口有公共视频监

控摄像头，于是积极联系相关

部门调取当晚视频，获得关键

性证据。根据视频证据，执法

人员对涉嫌偷排污水和垃圾的

店铺送达有关文书，要求当事

人到九江城市管理局接受处

理。当事人在铁证面前无法抵

赖，因此不得不接受处罚。

■部门说法:
部分违法行为人认为随意

倾倒垃圾污物是小事，特别是在

深夜时分乱倾倒，认为城管部门

缺乏公安部门的刑事侦查手段，

因而心存侥幸以为能躲避法律

的制裁。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呼吁广大市民群众，须

知道违法无小事，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在当今信息化科

技日新月异的日子，执法部门办

案方式和手段都丰富和智能了

许多，市民应奉公守法，勿以恶

小而为之。

■相关链接：
8月1日~8月3日，南海区

普法办、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联合举办“萌犬同

行，文明相伴”佛山市养犬管

理条例主题学法大赛，参与游

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

海普法”、“南海城市管家”微信

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朱明

菲通讯员/关文轩）日前，英明社

区第一网格（忠义片区）巡查员在

该社区忠义工业区进行日常巡

查时，发现位于一纸品厂前面路

面的辅道内，有一个沙井盖缺失，

且该道路沙井口较大较深，也没

有任何的警示标识，过往的行人

和车辆一不留神则很容易掉落

井中，存在极其严重的安全隐患。

巡查员立即将情况上报网

格化平台，同时马上对该道路沙

井进行围蔽警示。经网格化平

台转派和部门协调，相关单位迅

速到场对缺失的沙井盖进行了

修复处理，该处的公共安全隐患

及时得到了排除。

社区网格员在安全巡查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明

社区第二网格（昌大片区）巡查员

进行道路巡查时，发现该社区昌

大环村路的昌大至田心路段转角

位处杂草丛生，杂草的高度已严

重遮挡了正常的行车视线，车辆

驾驶员已无法看清转角位另一边

的交通状况，存在十分严重的交

通安全隐患。巡查员立即将情况

上报智慧社区工作站，社区处置

员到现场核实情况后，迅速组织

相关人员对杂草进行清理。该处

杂草现已全部清除完毕，该处的

交通视野恢复正常。

未签安全生产协议
物业所有人被罚

未签安全生产协议
物业所有人被罚

城管篇——

不按规定倾倒
堆放污物将会被罚

南海普法南海城市管家

沙井盖丢失
网格员及时处置

接到“侄孙”求助电话
阿婆提钱到派出所“赎人”？

民警揭穿电信诈骗骗局，提醒市民勿轻信不明转账汇款信息

统筹/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陈彩仪

城市管理事关市

容市貌的优劣，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是九江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重点

工作。为此，九江城管

局开设“曝光台”专栏，

对车辆乱停乱放、噪音

污染、占道经营、违法

经营等行为进行曝光，

一方面督促当事人及

时纠错整改，另一方面

引导广大市民、商家共

同维护城市环境，共建

和谐安宁的美丽九江。

近日，九江城管根

据市民投诉，先后处置

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

案件。九江城管提醒

广大市民，美好的城市

环境需要共同维护，希

望企业守法经营，同时

呼吁市民，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可及时向城管

举报。

KTV噪音扰民 城管快速处理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收

到市民反映后，立刻通知九江城

管局执法人员前往跟进处理，10

分钟后，执法人员到达该酒店

KTV，面谈KTV负责人，并对

其进行《噪音污染防治法》教育，

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上述场所

加强隔音设施，在合规合法经营

的同时，将对周边市民的影响降

到最低。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表示

以后会多加注意。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负

责人表示，对制造噪音影响他人

正常生活的行为，将先给予警

告，屡教不改者将面临罚款，根

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办法》

相关规定，经营中的营业性文化

娱乐场所、体育场（馆）、城市集

贸市场产生场界噪音声值超过

规定的环境噪音排放标准，造成

环境噪声污染的，将处以200元

以上1000以下罚款。为己为人

请勿以身试法，若市民在生活中

遇到相关情况可以拨打九江数

字 城 管 指 挥 中 心 电 话

81860239进行反映。

市民：大谷某大型烧烤店每晚油烟外排，令群众苦不堪言，我们都不敢把衣服晾在阳台，每

晚都被油烟“闷”醒，透不过气。

烧烤气味“熏”人 城管及时处置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九江城管执法人员到达现场，

发现该大型烧烤店生意火爆，

50米外已经闻到油烟的味道。

据了解，该商铺虽然安装油烟

净化器，但经营过程中，大部分

油烟直接往外飘，未经油烟净

化器过滤。执法人员对其进行

教育并派发《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要求店主经营过程中必

须开启油烟净化器，不要只做

装饰！接下来，九江城管局将

加强对该店铺巡查，强化日常

监管，发现一起，制止一起，为

市民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

环境。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负责

人提醒广大商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

关规定，上述店主行为已违法，

责令整改；若拒不整改的责令

停业整治，若市民遇到类似情

况可拨打81860239向九江数

字城管指挥中心进行反映。

市民：南兴路上东桥底，一大货车为乘凉，在主干路的桥底下乱停放及摆卖，双向车道俨然

成单向车道，存在安全隐患。

主干路乱停放摆卖 城管马上制止

九江数字城管中心：收

到市民反映后，执法人员现

场发现，该路段桥底有一辆

大货车违停，车主沿街吆喝

卖西瓜，不时也有途经的路

人停车购买，现场交通缓

慢，存在安全隐患。九江数

字城管坐席员随即通知九江

城管局执法人员前往事发位

置并处理小贩问题。执法人

员现场对商贩进行教育，责

令商贩收拾物品离开。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负责人表示，根据《无证无

照经营查处办法》，占道经

营、乱摆卖的无照经营行

为，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建议流动商贩

应在允许摆卖点内摆卖，请

勿贪图方便造成不必要的

后果。

■■城管查处占道乱摆卖行为城管查处占道乱摆卖行为。。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城管局执法人员面谈企业负责人城管局执法人员面谈企业负责人，，要求其降低噪音污染要求其降低噪音污染。。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黄婆婆带着现金到派出所“赎人”。 通讯员供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

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

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

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

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

及时督促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

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

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

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

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

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

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法律依据参考

市民:九江东福路某大型酒店的KTV娱乐场所，晚晚载歌载舞，扰人清梦，音乐声要持续

到深夜一、两点钟，请有关部门解决噪音问题，还附近居民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