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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胡志慧）

昨日，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

务副厅长杨日华带队上线广东“民声热

线”时表示，广东公安机关将研究推出

一批新的惠及粤港澳三地居民的便民

举措，着力解决港澳居民、华侨等境外

人员持用出入境证件在内地办理业务

不够便利、 享受服务不够充分等问题。

节目中还回应了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

暗访：“背锅”十几年处处遇阻

阳江市双丰村村民冯国西，平时做

挖掘机生意，在邻居眼里，他一直都是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可他却莫名其妙地

跟毒品扯上了关系。

2008年， 冯国西坐大巴到广州，别

人都顺利下车了，唯独他被单独留了下

来做例行检查。“他问我干嘛的，我说开

挖机的，然后他把电脑一转过来就显示

贩毒案底黄色警告。 ”错愕的冯国西这

才知道自己有案底。

他立即返回阳江平冈派出所核实，

警察拿出的案底名字和身份证号的确

是冯国西的， 可照片根本就不是他的。

冯国西说：“我一看是我同学，2004年他

在这里贩毒下的案。 ”据阳江市平岗镇

派出所工作人员称，冯国西是被栽赃陷

害的，是他的小学同学冒充了他。

原来，2004年， 冯国西的小学同学

林某某因贩卖毒品被阳江市平冈派出

所抓获，林某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将所

有信息留成了冯国西的，以至于冯国西

的身份信息上出现贩毒的案底。

按理说，公安人员既然已经查明贩

毒行为与冯国西无关，那就应该尽快将

冯国西的案底销掉，还他清白。 可事实

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开始，平冈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告

诉冯国西，必须要冯国西找出贩毒的林

某某才能销案底。 冯国西虽然觉得这样

的要求不合理，但他也认真地找，但他

不明白，警察都找不到的人，他又怎么

能找到呢？

数月后， 平冈派出所又告诉冯国

西，只要村委会开出证明就能把案底销

掉。 冯国西连忙把村委会开的证明交给

平冈派出所，他以为案底就会销了。 但

事实证明，冯国西过于乐观了，一直销

到现在都还没销好。 销不掉的案底让冯

国西苦不堪言。 2009年冯国西的业务向

外省拓展，可每次开车到高速出省的时

候都要尿检。

2019年4月，冯国西本想贷款买车，

可车行工作人员拒绝了他的申请。“我

们想贷款买，压力没那么大，然后对方

说我们的信用不好。 ”冯国西的妻子也

很无奈。 更让冯国西无奈的是，身边的

人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坏人。

今年7月29日， 平冈派出所通知冯

国西去找刑警，刑警告诉他案底已经消

了，但冯国西还是重点监控对象。 冯国

西的妻子对这样的处理方式很不解，案

底究竟是销还是没销呢？ 如果销了为什

么还是重点监控对象呢？“我‘背锅’背

了十几年，当时我18岁，现在我都30多

岁了，人生还有几个十几年呐，为什么

我这个案底还没取消？ ”冯国西觉得很

委屈。

回应：诚挚道歉，依法严肃处理

“首先，我们要给冯先生道个歉，为

这十多年来给他生活、工作带来的不便

说一声对不起。 ”看了暗访片，杨日华

说， 既然冯先生的案在派出所已经销

了， 会责成阳江市公安局马上进行核

查。 如果没有符合监控的条件，要立即

取消重点监控对象。

“我们要责成阳江市公安局马上着

手依法依照程序在各种系统、各个平台

清除对冯先生的限制。 ”杨日华说，还要

责成阳江市公安局对这个案件处理过

程要进行调查。 如果有发现人民警察有

不作为、慢作为或者是其他违法违规的

行为，将依法严肃的处理。 此外，还要总

结教训，举一反三，对面上的情况进行

清理整改。

杨日华强调说：“对于冯国西的案

件我们会一督到底，如果我们办错了就

要坚决改过来， 还冯国西先生一个清

白。 ”他还表示，大家如果发现人民警察

不作为、 慢作为的行为， 也可以拨打

12389或110进行举报。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涛建议，公安

机关还应从个案中发现在工作机制上

是否存在什么

漏洞和不足 ，

健 全 工 作 机

制， 从根本上

杜绝类似的问

题发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

讯员 周鹏 钟铮 ）

8 月 12 日 18 时

20 分，广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

心接报， 一渔船在广州港航道 23#

号浮附近水域突然起火， 有两名船

员跳海逃生，情况危急，急需救援。

接报后， 广州市海上搜救中心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行动， 紧急派出

“海巡 09077”“海巡 09079”“海巡

0930” 共 3 艘海巡船艇前往事发水

域救援。交管中心值班员运用“智慧

海事” 平台组织附近船舶“中阳

联××”救起两名落水者，并将两人

送岸就医。由于渔船火势凶猛，在风

力和潮水的影响下慢慢向深中通道

施工作业区靠近， 广州海事局立即

协调广州港消防船“穗港消拖 1”到

达现场实施灭火， 并通知深中通道

业主单位做好防范措施， 同时交管

中心和现场海事人员还对周边船舶

进行疏导，提醒过往船舶谨慎驾驶、

安全通过，直至当天 22 时渔船大火

被完全扑灭为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蔡紫容 ）

8 月 12 日凌晨 1 时

许，白云区江高镇杨山九潭南街 26

巷一楼发生电瓶车着火， 有 8 名人

员被困二楼，消防员到场成功营救，

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8 月 12 日凌晨 1 时 37 分，广

州消防支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警

情， 立即调派人和中队 2 台消防车

和神山专职队 1 台消防车迅速赶赴

现场。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楼大

门反锁， 消防员立即使用铁铤把大

门撬开，随后进入解救被困人员。

在搜救过程中， 因屋内有大量

浓烟，消防员将全部门窗打开，将浓

烟及时排出， 最后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处置，现场险情被成功排除，成功

疏散出 8 名被困人员， 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谢文任

) 昨日， 记者从广州增城警方获

悉，增城警方近日将 4 万元奖金一次性

发放给一位有功市民，以奖励他今年年

初举报线索，为增城警方破获 2 起非法

储存买卖烟花案件作出贡献。

1 月 26 日, 增城警方根据一市民举

报， 在中新镇岗前街一仓库缴获非法

烟花爆竹约 10.5 吨， 抓获该仓库负责

人李某， 及时消除重大涉爆安全隐患。

经核实， 该仓库无相关资质许可证。

目前， 该嫌疑人已被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

2 月 3 日， 增城警方再次接到该市

民举报，在朱村街一居民区附近有人涉

嫌非法储存烟花爆竹。 增城警方立即对

该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并展开行动，破获

该起非法储存买卖烟花爆竹案，捣毁非

法储存窝点 3 处，查获各类非法烟花爆

竹约 16.5 吨，抓获嫌疑人朱某，及时消

除重大涉爆安全隐患。 目前，该嫌疑人

已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增城警方在开展“飓风 2019”打击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依托智

慧新警务，集中优势警力，加大打击力

度。 据统计，行动以来共捣毁非法烟花

爆竹窝点 16 个， 缴获非法烟花爆竹约

44.2 吨，收缴非法枪支 31 支、子弹 1835

发，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33 人，严

厉打击了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有力维护

了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增城警方表示，市民举报涉枪涉爆

及管制刀具等有关线索，且经查证属实

的，最高可获 5 万元奖励。 同时警方提

醒广大市民， 应自觉遵守法律规定，严

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涉枪涉爆

物品及管制刀具。 如家中有留存涉枪涉

爆物品及管制刀具，尽快就近交到公安

派出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赵雅婷 李颖）

记者从广铁警方获悉，一

名八旬老太太近日在广州东站遗失了

一个背包， 里面装有某奢侈品牌手表，

现金 20000 元人民币、3000 元港币，金

戒指 2 个等物。 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找

回了背包，避免了财物损失。

据介绍，8 月 8 日下午 18 时左右，8

旬老太太农某去到广州东站派出所报

警，称自己本来要在广州东站乘车前往

深圳，准备上车时却发现一个随身背包

不见了， 里面装有某奢侈品牌手表，现

金 20000 元人民币、3000 元港币， 金戒

指 2 个等贵重物品。

民警得知情况后，一边竭力安抚农

某，一边电话咨询车站服务台，是否有

人捡到一个黑色的背包。 得到否定答案

后，民警猜测背包应该是遗落在了别的

地方。 民警一边帮助农某回忆回忆行走

路线，一边耐心引导，农某终于想起曾

经在购票窗口取了车票。 民警立即带着

老太太来到售票窗口，幸运的是背包就

在窗口上。 农某连忙打开背包确认包内

物品，看到包内的物品还在，农某心头

的大石放下了。

无独有偶，8 月 10 日上午， 深圳铁

路公安处深虎门站派出所民警在安检

口“捡”到了一个被主人遗忘的红色手

拿包，包内有现金 2 万余元、手机 2 台，

还有身份证、银行卡、车票等物。 原来失

主黄某一边玩手机一边过安检，把手拿

包给忘了。

据介绍， 暑运以来短短 40 天的时

间，深圳铁路公安处管内各派出所已经

帮助粗心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200 余件，

帮助旅客挽回经济损失 101 万余元。

为增城警方破获非法储存买卖烟花爆竹案作出贡献

两度举报有功 一市民获奖4万元

暑运以来频频有“大头虾”乘客丢行李

暑运40天 铁警找回物品超过200件

一渔船突然着火

广州海事紧急救援

电瓶车起火8人被困

消防及时救出全部人

被栽赃留“案底” 村民一背十多年

省公安厅上线“民声热线”承诺如果办错就要坚决改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