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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收到不明链接切勿乱

点。 近日， 事主赵女士因误信

伪装成民警的不法分子， 点击

了对方发送的不明链接， 最终

银行卡内5万多元被清空。

1月4日晚， 在南海区狮山

镇红沙工业园某工厂上班的赵

女士来到官窑派出所报警求助，

称其银行卡内5万多元余额被人

转走。 据了解， 赵女士在前几

天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

声称自己是北京市大兴公安局

民警， 并说赵女士因涉嫌洗黑

钱， 金额高达216万元， 已经被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缉。 赵

女士听后十分害怕， 于是添加

了对方QQ商讨解决办法。

“民警” 先是要求赵女士提

供个人基本信息、 银行卡信息

和照片， 发来一条后缀为.apk的

链接， 要求赵女士点击， 并将

手机呼叫转移设置成对方的号

码。 随后， 赵女士按照“民警”

的指示， 在360借条、 支付宝蚂

蚁借呗上借款8800元， 连同理

财款23000元都转到银行卡上。

然而， “民警” 表示钱还不够，

赵女士便向朋友借钱， 朋友提

醒其可能遭遇诈骗了。 1月4日，

赵女士到银行柜员机查询， 发

现自己中国邮储银行卡和中国

银行卡被人分5次转走51999.16

元。 恍然大悟的赵女士察觉到

自己被骗了， 于是到官窑派出

所报警求助。 该案件正在侦查

中。

民警提醒， 市民接到自称

“公检法” 的电话时切勿轻信，

“公检法” 不会通过微信、 QQ

办案， 更不会要求事主转账。

此外， 不要随意点击来历不明

的链接， 尤其是后缀为.apk的链

接， 此举很可能使手机植入木

马程序， 导致手机被不法分子

操控。 一旦发现手机中了木马

病毒， 应立即修改密码， 手机

备份后恢复到出厂设置。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黎力

全国第33个“110宣传日”

市民体验团走进警营当接警员

昨日是全国第33个“110宣传日”。

黄岐派出所邀请50名市民、网友、媒体

组成体验团，走进黄岐派出所指挥防控

室体验接处警全流程，零距离接触智慧

新警务，让体验团大呼新奇好玩并学到

紧急报警知识。 民警提醒，110是生命

线，请善待110，慎用110，如恶意报警，

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

活动中，社区警务中队民警张鹏正

为体验团介绍接处警的流程和规范。 当

日走进黄岐警营的共有50多名群众，他

们分别是由市民、网友、媒体组成体验

团进行接处警全流程体验。 民警介绍派

出所接到分局下达的处警指令，将结合

警力热力图调配路面动中备勤警力立

即前往现场处置，争取10分钟内到达现

场，保障快接快处。

一块块高清显示屏引起了体验团

员的新鲜好奇，民警介绍，路面警力可

通过高清视频探头调出路面上的实时

画面和特警指挥车上的4G传送图像，实

时调度查看各地现场情况，为警力调配

工作提供精准把控和及时反馈。

随后，黄岐派出所的警辅向体验团

展示了丁字棍武术、 擒拿术等精彩演

练，让体验团感到非常振奋，现场市民

纷纷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活动重头戏之一， 在民警的组织

下，50名体验代表纷纷穿上来到嘉洲广

场警务执勤点当一回“社区民警”，零距

离体验社区民警一天的处置警情和开

展巡防盘查工作。 期间，市民体验团在

旁认真地看着民警用佛山警务APP进行

核查录入，纷纷对这样快速便捷的核查

方式大呼神奇。 巡逻期间，体验团也向

过往群众派发防范宣传单张，提醒市民

要提高防范知识，保护好自身生命财产

安全。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蔡健斌

禁毒宣传走进南海技师学院

为进一步推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6·27”工程，正确引导青少年远离毒

品，1月4日下午， 官窑派出所联合官窑

启明星驿站走进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为该校250多名老

师和学生禁毒志愿者进行禁毒培训。

平安南海大巡讲讲师萧滔为志愿

者们普及各类毒品的危害、诱因以及防

范毒品的技巧。 学生们在“禁毒正能量，

佛山齐传递”的横幅上签名，表达了远

离毒品的决心。 随后，全校近百名教职

工齐聚阶梯教室参与禁毒培训，内容包

括“了解禁毒形势”、“拒绝诱惑”、“禁毒

法律”、“参与禁毒”四个部分。 此外，官

窑启明星驿站的社工还带来了仿真毒

品模型，让师生们近距离观察毒品的外

观特征。

据悉，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高度重

视校园禁毒工作，开展主题班会、民警

宣讲、参观禁毒基地等活动。 此前，该校

数十名学生禁毒志愿者在民警的带领

下走进启明星驿站， 现场参观毒品模

型、制毒工具、吸毒工具等，学习各种禁

毒知识。 另外，该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志

愿者到村居进行禁毒宣传，将学习和教

育有机结合，营造社会禁毒氛围。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黎力

女子煤气中毒命悬一线 民警及时营救化险为夷

近日， 一名女子在洗澡时紧闭窗

户，导致其煤气中毒，命悬一线。 幸运的

是，民警及时赶到进行施救，中毒昏迷

女子最终化险为夷。

1月8日18时许，南海公安分局指挥

中心接到事主吴先生报警称：发现其姐

姐疑似煤气中毒，晕倒浴室，请求民警

帮助。 接报后，分局指挥中心立即指令

黄岐派出所跟进处理。

随后，民警卢锦洪及辅警快速赶往

现场，同时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 仅仅5

分钟，卢锦洪便到达事发现场，只见伤

者吴女士昏迷不醒，其弟弟吴先生等家

属陪伴在旁。 情况紧急，民警卢锦洪及

辅警马上开展救援。 卢锦洪疏散现场围

观的家属，打开室内所有门窗，让昏迷

女子更充分地呼吸到新鲜空气，随后对

其进行急救措施。

很快，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对该

女子进行简易送氧。 之后，民警卢锦洪

协助救护人员将女子背送至楼下，并抬

上救护车送去医院进行救治。

经救治，该名煤气中毒女子已脱离

生命危险。 医生表示，幸亏前期施救得

力，才能及时挽回女子生命。 看着姐姐

的情况恢复稳定，吴先生紧紧握着民警

卢锦洪的手表示万分感谢。

经了解，由于天气寒冷，吴女士在

洗澡时将窗口紧闭， 并且未打开抽风

机，导致空气不流通，从而导致其煤气

中毒。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虽然天气寒

冷，但在沐浴期间，应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并定期对煤气瓶、热水器等燃煤燃

气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邹韵琪

6名学生拾金不昧 五千现金物归原主

近日，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的6名学生捡到一沓用塑料袋装着的现

金，在查找失主无果的情况下，果断报

警求助，后民警、学生接力将遗失的现

金物归原主。

1月8日晚，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

学院的6名学生， 在聚餐后回校的途中

发现一沓用塑料袋装着的现金，经清点

有5000多元。 学生们随即查看有无失主

的信息，但查找一番后，无果，于是报警

求助。

接报后，丹灶派出所民警陈永康马

上带领辅警赶到现场。 见民警来到，学

生们详细讲述了拾获的经过。 随后，民

警陈永康马上安排人员调取附近的监

控视频，并在附近商铺开展走访。

当民警来到附近一家超市办公室

调取监控视频时， 正在对账的财务郑

女士了解情况后， 激动地询问： “钱

是不是在超市外的捡到， 用白色塑料

袋装着的？ 里面大概装着有6000元？”

民警一听， 知道现金应该是这位女士

丢失的。 经细致核对， 同时查看现场

视频监控， 民警陈永康确定了郑女士

正是失主。 看到失而复得的现金， 郑

女士激动得连连对6位学生和民警道

谢。

原来，郑女士晚上带着两岁多的小

外甥到超市门口坐摇摇车，当时包就放

在旁边，小外甥坐完后想再坐，就自己

伸手到包里拿钱，不小心将郑女士用白

色塑料袋装着的钱从包里拿了出来，扔

在了地上。 郑女士当时也没有留意，后

来拿上包，抱着外甥就离开了。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李健威

轻信他人误点

链接 卡内五万被

清空

禁毒志愿者禁毒培训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