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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违法“小卡片” 11名男子落网

警方提醒：“小卡片”大多有诈骗成分，市民请勿轻信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李健斌

劣质的印刷， 各类美女的照片，强

烈暗示的话语，以及预约电话号码或微

信号……近日，违法“小卡片”在禅城街

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出现在酒店、停

车场、宵夜档、车站等周边区域。 1月8

日，佛山禅城公安通报，通过近日的预

伏打击， 民警成功抓获11名散发违法

“小卡片”的嫌疑人，并缴获“小卡片”10

万余张。 民警提醒，“小卡片”大多有诈

骗成分，市民如有拾获请勿轻信，应积

极向公安机关举报。

“背包男”偷偷散发违法“小卡片”

2018年12月末，佛山禅城公安在日

常巡逻中发现，禅城区季华路、汾江路、

文华路、华远东路、吉利大道、龙津路等

路段附近的酒店、停车场、宵夜档、车站

等场所附近出现了少量涉黄赌骗违法

“小卡片”，同时也收到了不少群众的举

报。

禅城公安治安大队联合辖区南庄、

同济、祖庙等派出所对出现违法“小卡

片”的现象进行调查，并加强对社区街

道、村道内巷、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重

点区域的巡逻防控，高压严打散发涉黄

赌骗“小卡片”的违法行为。 随着调查的

深入， 民警发现近日21时到凌晨0时之

间，在发现“小卡片”的区域内，都能见

到一名背包骑电动自行车男子的身影，

于是根据线索开展预伏布控。

1月7日晚，禅城公安治安大队联合

辖区祖庙派出所分成2个抓捕小组，在

全区重点部位预伏，对当衔散发"小卡

片"的不法分子进行抓捕。 22时30分许，

民警在禅城区中医院门口发现了一名

头戴帽子、形迹可疑的男子，于是将其

截停并要求其接受盘查。 男子见状只好

乖乖打开背包接受检查。 民警随后从男

子口袋、随身背包搜出大量违法“小卡

片”，总数3000余张，男子熊某当场无话

可说。

而在近日晚21时30分许，一名男子

骑电动自行车在同济东路出现。 他背着

背包，经过附近的酒店、宵夜档、停车场

时，男子便会“不经意”地扔下一堆“小

卡片”。 一旁预伏了2个多小时的环市所

民警看准时机出击， 将电动自行车截

停，当场抓获嫌疑人谢某，并从谢某的

背包内缴获涉黄“小卡片”150余张。

目前，熊某、谢某等2名嫌疑人已被

佛山禅城公安依法行政拘留。

据统计，2018年11月至今， 佛山禅

城公安加强对违法“小卡片”的打击整

治力度，在辖区各镇街道路、酒店旅馆、

食肆周边等区域抓获11名嫌疑人，收缴

违法小卡片共10多万张。

“小卡片”多有诈骗成分

佛山禅城公安介绍，“小卡片” 一般

都有看似靓丽的外表， 但内里极可能藏

着诈骗陷阱。从国内新闻报道来看，轻信

“小卡片” 导致受骗的案例不在少数，其

中大部分受害人都被以收取“安全定

金”、“免报案诚意金”为由诈骗，甚至还

出现“仙人跳”等方式骗取钱财。 多数受

害人因自身违法而心虚， 只能自认倒霉

不敢报警，间接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

早上 7 点 20 分，佛山市顺德区北

滘

镇碧江小学 10 多名身穿黄色马甲

的家长和学校老师正在引导接送学生

上学的小车有序通过， 现场还有交警

在疏导交通。据了解， 目前顺德全区已

有 182 所中小学建成警家校护学队，

参与的家长志愿者超过 2.5 万人。 2018

年以来，在校园周边路段，全区未发生

一起涉及学生伤亡的交通事故。

为了确保“警家校”护安护畅的工

作成效， 交警部门根据每所学校的地

理特点和交通环境制定护学方案，定

期组织家长志愿者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培训，此外，交警大队专门还组织各镇

街宣传民警、 护学队骨干成员组建微

信群， 通过在微信群中发布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交通安全常识、道路交通事

故防范知识等内容， 提高护学队的交

通安全意识， 并及时解决家长志愿者

们在护学护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接下来，顺德公安交警将总结“警

家校”护安护畅工作经验，继续健全协

同共治机制，优化设置护安护畅区域，

强化区域道路交通管理， 积极宣传发

动营造推广氛围， 让社会各界力量一

起参与，共同创造有序、畅通、安全、绿

色、文明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助

力佛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庹鹏 何海萍

日前，2019 年南粤古驿道广东飞

行节航空定向大赛在高明西江新城明

湖公园举行，20 名来自广东各地的飞

行运动员上演多场精彩赛事， 吸引不

少市民欣赏。

今年飞行节的主要比赛项目为动

力滑翔伞， 赛事按世界杯和世界锦标

赛规则设定评判标准， 选手通过空中

拍摄指定目标照片、 在低空过场飞行

中踢倒保龄瓶等项目， 比拼操作精度

和水平，共有 20 名持有中国航空运动

协会 B 级及以上飞行证书的高水平动

力滑翔伞运动员参加比赛。

动力滑翔伞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

运动，运动员要背负约 30 公斤重的装

备，还要面对变化无常的气流，起降时

还要注意避开树木等地面障碍。 与挑

战性相对的，是升空后的巨大满足感。

来自广州的参赛者胡建文拥有 11 年

的飞行经验，曾飞遍广州多地，并多次

来高明参赛：“一开始， 我是为了锻炼

身体、认识朋友而参加飞行运动。 后来

发现，在空中看到的景色格外不同，而

在高空中俯瞰明湖公园片区， 景色格

外优美。 ”

高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高

明区群众文体活动已有长足发展，地

面活动精彩纷呈，而加入空中运动后，

更能展现出城市的活力。 广东飞行节

已连续六届在高明举行， 并且连续六

年实现安全飞行， 已然成为高明全域

旅游与体育产业发展的一张靓丽名

片，为推进高明全域体育的探索建设，

推动体育与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提供

了重大助力。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顺德公安密集开展

110

宣传活动

1 月 8 日， 顺德区公安局乐从派

出所就在乐从镇河滨集贸市场开展了

“互联网+110， 新时代新守护” 的主

题宣传活动。 集市门口， 民警通过发

放宣传彩页单张、 现场讲解， 向群众

宣传如何正确使用 110 警务等安全常

识。

这次活动还有来自顺德区反诈宣

讲团的义务宣传员参加，他们身穿“反

诈马甲”向市民派发 110 宣传日单张，

让更多的群众知晓并学会正确使用

110 警务电话。

当天上午， 杏坛派出所民警也深

入厂企，开展了“警民牵手 110 共创平

安迎大庆”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杏坛派

出所民警在七

滘

工业区开展 110 知识

宣讲，向厂企职工介绍 110 受理报警、

求助、举报的范围及报警注意事项，宣

传安全防范知识。

据统计，连日来，顺德公安通过网

络、 现场等多种形式开展 110 宣传活

动 40 余场， 进一步明确拨打 110 意

义，让群众对 110 有了更深的了解。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庹鹏

200

多创客

参与创业培训活动

1 月 10 日~11 日，名为“创客方程

式———你就是未来的独角兽” 的创业

培训活动在桂城创客邦拉开帷幕，为

期两天的活动吸引 200 多名创客参

与。据悉，此次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政

府以购买服务形式买单。

据悉， 桂城创客邦于 2017 年 10

月落户桂城国际双创园， 创客方程式

作为创客邦的品牌活动，该系列 CEO

创业精英训练营课程已经举办三年。

本期佛山站以“数字革命 智造未来”

为主题，聚焦“智能智造、人工智能、发

展前景” 等热点， 学员现场与顶尖导

师、 众多青年创业者近距离交流。 此

外，学员还将参观佛山机器人学院。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守护学生上放学最后一百米

顺德“警家校”护畅添新生力量

广东飞行节连续六届在高明区举行

“ 警 家

校”守护学生

上 放 学 最 后

一百米。

通讯员供图

广东飞

行节已经连

续六届在高

明区举行。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