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韩漪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综合

2019.5.16��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8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于昨日

下发通知，公布了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

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

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315.94 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

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

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

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315.94 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

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

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5 月 14 日公布，2018 年全国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82461 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

规定，各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15 日

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标准

执行； 各级人民检察院 5 月 15 日起执

行该日赔偿标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5 月

14 日，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 11 家

银行在广州举行落实“拥军优抚协议”

合作文件签署仪式暨广东拥军优抚银

行卡首发式。 活动现场，广东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副厅长饶美奕介绍了合作文

件的主要内容， 并与 11 家银行签约，

政银双方向军人军属代表颁发了广东

拥军优抚银行卡。

作为本次活动的承办方，农业银行

方面表示，协议的签署明确了农行为军

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制作

拥军优抚银行卡， 农行将为其提供优

先、优惠、优质的专享金融服务。 目前，

广东农行全辖共有22家二级分行、1600

多个营业网点，网点遍布城乡、服务功

能齐全、金融产品丰富，可全面对接烈

军属、 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等优抚对

象，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

近年来， 农行积极落实国家退役

军人扶持政策， 在同业中独家发行退

役金专用卡，打造“浓情拥军”专属服

务体系，并推出“浓情拥军优抚卡”，为

优抚对象量身定制专属存款、理财、贷

款等一系列产品。 同时，农行在所有营

业网点开设优先服务通道， 开辟网银

和掌银专区，开通客服电话专线等，为

优抚对象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交综 东莞交通）

东莞去深圳多了一

种出行新选择！ 记者昨日从“广东交通

发布”获悉，东莞市正式开通“东莞市

汽车客运站-深圳宝安松岗汽车客运

站”客运班线。 这既是往来莞深两地的

首条公交化客运班线， 也是全省首条

公交化客运班线。

该公交化客运班线编码为“莞深

001 线”， 4 月 28 日开始试运行， 5 月

14 日正式运营， 途经线路为 107 国

道， 全程 43 公里， 辐射东莞市万江、

南城、 东城、 大岭山、 长安等镇街及

深圳松岗片区。 线路中途设置 13 对

停靠站点， 分别是金丰花园、 报业大

厦、 景湖花园、 新锡边、 牛山加油

站、 水濂路口、 信立农批市场、 大片

美、 大岭山广场、 大岭山交警大队、

杨屋、 中惠沁林山庄、 长安车站。 首

班发班时间为 6:00， 末班发班时间为

20:30， 发车间隔 20 分钟， 单程运行

时间约 60 分钟， 高峰时段、 节假日

期间视实际客流变化由运营企业自主

调配运力、 增加班次。

当前莞深 001 线全程票价 21 元，

实行分段收费。 乘客除使用现金方式

投币支付外，还可选择支付宝、微信支

付。 接下来，公司将对车辆安装公交一

卡通终端， 为市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

支付方式选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通讯员

粤文旅宣 ）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广东

省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珠海正式

启幕。 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围绕

今年的主题“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

传统的未来”， 全省各地精心策划推出

了一系列展览。

今年广东省主会场活动亮点多多，

5月17日晚将于珠海大剧院音乐厅举办

两场专题讲座，邀请到国家文物局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馆员孙键主讲

《帆过浪有痕———南海一号考古发掘》，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主讲

《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南粤古驿道重大发

现》。

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事业

和文化旅游交流，主会场还特别策划推

出4个主题展览：《粤港澳文博事业发展

成果图片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

游径

（广东段）

图片展》《予展新蕴———

博物馆展览与文物里的文创产品》《走

进乌拉圭———乌拉圭艺术作品展》。

除主会场外，各地市也将围绕博物

馆日主题开展多种专题活动、展览与讲

座。 在广州，有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和海

洋贸易历史的专题展，即广东省博物馆

的“大海道———‘南海Ι号’沉船与南宋

贸易”展览。 有弘扬红色革命历史文化

的人物专题展，包括广州鲁迅纪念馆的

“红的文学———广东左翼作家点将录”

展、杨匏安旧居陈列馆的“华南明灯-

杨匏安旧居革命史迹陈列”等。 还有充

满童趣的自然生物和人文类展览，如广

州市辛亥革命博物馆的“那些年的老课

本”等。

海鲜泡沫箱内搜出百万元假币

今年1至4月广东警方侦破经济犯罪案件2980余宗刑拘5240余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江伟波 黄珏）

记者从广东省公

安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

全力开展护航金融“利剑2019”专项

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 网络传

销、银行卡、假币、地下钱庄、虚开骗

税、知识产权等突出经济犯罪。今年

1至4月， 全省共破经济犯罪案件

2980余宗，刑拘5240余人。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

关侦破了东莞“团贷网” 非法集资

案、深圳“云集品”特大网络传销案、

深圳“3.03”特大虚开普通发票案、中

山王某等人特大跨境银行卡盗刷案

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要案

件。

今年1至4月，全省“利剑2019”

专项行动战果显著、 成效突出。 其

中，破获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

济犯罪案件92宗，对总部在广东的5

家P2P网贷平台立案5宗， 追缴涉案

资金40余亿元； 破获各类涉税犯罪

案件32宗，刑拘113人，涉案金额达

60余亿元；受理银行卡案件1774宗，

立案数1568宗，受立案数均创8年来

新低；破获地下钱庄案件12宗，刑拘

49人，涉案金额达357亿元；破获假

币案件16宗，刑拘28人；破获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案件578宗， 刑拘1501

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5名，

涉案金额达116余亿元。

典

型

案

例

今年2月底，中山、珠海、河源等地50

多人的银行卡接连在境外被盗刷。 省公安

厅经侦局经分析研判，发现被盗刷的银行

卡均在某公司生产的ATM机上查询或取

现。

经调查，发现以王某、孙某为首的犯

罪团伙在中山、珠海、河源等地的ATM机

上安装侧录设备，窃取了一批持卡人的银

行卡磁条信息和密码。 随后，便指使犯罪

团伙成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

盗刷取现。 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缴获银行卡40余张，电脑、手机等作案工

具15台，涉案金额达100余万元。

民警介绍，犯罪团伙会制作一些符合

某种型号的ATM机的卡槽， 套在ATM机

的插卡处，那样市民的银行卡会先经过犯

罪团伙的卡槽再进入ATM机，“卡槽里有

芯片，能够读取银行卡的资料。 ”民警说，

但是犯罪团伙只有银行卡资料没用，他们

还需要银行卡密码，因此会在ATM机的密

码挡板里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偷拍密码。

民警表示，这种犯罪手法在2012年前

经常出现， 经过警方严厉打击之后消失，

最近又死灰复燃。 不过这种手法很容易破

解，因为银行资料和密码缺一不可，“只要

市民在输入密码之前，先看看密码挡板位

置有没可疑的摄像头就行了。 ”

中山珠海河源50余人

银行卡在境外被盗刷

2018年10月，省公安厅经侦局研

判发现一条假币交易线索后， 立即

组织汕尾、 揭阳两地公安机关开展

侦查工作。 经过数月侦查，警方发现

假币的实际控制者林某金， 基本查

清了犯罪团伙和假币交易方式。

今年4月8日凌晨4时多，林某金

骑一辆摩托车从汕尾城区出发，摩

托车尾绑着一个白色泡沫箱子，伪

装成送海鲜， 但是箱内却装有假人

民币115万，打算送往惠来出售。

警方在惠来成功抓获林某金，

随后对林某金位于汕尾城区的6个

可疑地点进行搜查， 在林某金的住

所缴获2005版100元面额假币胶片

一套共27张， 抓获同案嫌疑人2名。

当晚， 又在汕尾城区一废弃三轮摩

托车上搜出假币270万元。

民警告诉记者， 该批假币有一

个特征，就是在假币右上角“100”数

字1的线条存在一个小缺口，“这个

林某金自己留下的一个符号。 ”

伪装送海鲜 箱内装假币百万

广东首发拥军优抚银行卡

国家赔偿新标准公布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 315.94元

莞深首条公交化客运班线运行

全程43公里单程60分钟

5·18国际博物馆日约你来看展

警方缴获的伪钞制作模板。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