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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近日，广州市河长办接到群众

举报，番禺区洛浦街西三村达新工业园

旁开发东路 1 号力强化工厂涉嫌违法

偷排污水。广州河长办牵头番禺区相关

部门和洛浦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联合行

动，对力强化工厂展开现场溯源及执法

工作。 目前,力强化工厂已被番禺区属

地执法部门强制关停。广州市河长办自

5 月 1 日以来， 掀起了一轮源头减污、

源头控污、 末端治污综合治理新高潮。

截至 8 月上旬，本轮行动已取得阶段性

成果，查处了多家严重偷排违法企业。

厂内三级沉淀池形同虚设

据了解，力强化工厂位于洛浦街南

浦岛西三村开发东路 1 号，建筑面积约

为 1500 平方米，建厂已有二十多年。该

厂主要从事化工制造和原材料分装等。

8 月 10 日， 联合执法人员进入该

工厂内部进行查探，发现分装车间外一

洗手池直接设在雨水渠上，产生的废水

直接流入下方的雨水渠， 经试纸测试，

雨水渠中水体的 pH 值为 13~14， 呈强

碱性， 雨水井边的铸铁设施被强碱腐

蚀，斑驳脱落。

经调查人员现场溯源，发现雨水渠

流向厂内三级沉淀池。原本三级沉淀池

的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废水的

污染，然而该厂家费尽心机私接一条水

槽直接将雨水渠内水体引到墙外，直排

外部环境。 三级沉淀池纯属虚设。

执法人员随即打开相连的外围雨

水井， 发现铁槽的末端正在向井中排

水，通过采样检测，井中水体同样呈强

碱性，pH 值为 14。 碱性如此之高的废

水直接排入雨水井，排向外面。

偷排有毒废水污染农田

进入分装车间，执法人员来到车间

内的另一洗手池处，水体采样检测显示

依旧呈强碱性。 经仔细检查，发现洗水

池底部出水管，竟然在隐蔽的角落里一

分为二：一条安装了阀门的白色水管接

向车间外的三级沉淀池，但其阀门处于

关闭状态。另一条蓝色管道没有安装阀

门，直接通向厂房外。 经溯源并由经营

业主现场确认，蓝色管道里的污水直接

汇入厂房后的农田和外部自然环境。

经执法人员初步调查，该厂虽持有

经营、排污相关证照，但其产品多为强

酸性或强碱性、难降解、易挥发物质，长

期接触对人体损伤巨大，且该厂没有按

照规定对排污物进行处理。 其中，该厂

涉嫌大量使用或提纯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更是表现出强毒性，直接影响人的神

经系统和生殖系统。

据化工厂负责人介绍，该厂生产过

程中主要产生清洗废水、 生活废水、饭

堂废水、粉尘、油烟、噪音等污染物。 化

工厂分装车间内有多个直径约 80 厘米

的排风口，未安装任何粉尘过滤、收集

措施，机器运行时大量化学粉末飘出窗

外。 为逃避监管，该厂在外墙安装了自

来水喷淋降尘装置，将有害的粉尘排入

窗外自然环境。据环保部门专业人士介

绍， 化工厂原料化学粉尘飘出厂后，工

厂通过水泵喷水将粉尘沉降。水体吸附

高腐蚀粉尘后已是高污染水体。

番禺公安分局已介入调查

8 月 10 日， 番禺区生态环境分局

对该厂取样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将采取

相应的处理措施,同时番禺区公安分局

已介入调查。 8 月 11 日，洛浦街道办事

处组织环保中队、河长办、第二环保所、

派出所、安全办、运行指挥中心等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当天对力强化工厂

采取拆除电表、断水等强制措施查封了

该厂，确保该厂停水停电停产。

目前，番禺区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

进有关调查取证和侦破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娄敏 张毅涛）

8 月 14 日，记者从广州天

河警方获悉，近日，广州天河辖内某公

司财务人员小黎收到“老板”QQ 发来

的信息， 要求退回客户保证金 49.2 万

元，小黎转账后才发现遭遇诈骗。 天河

警方接到报警后，与时间赛跑，成功拦

截被骗钱款， 帮助事主挽回 47.2 万元

损失。

“李总”来电后，“老板”要求退

还保证金

8 月 8 日 14 时许， 小黎的座机接

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实业公司

“李总”，要与公司商谈工程保证金的事

情。“李总”称，为发送资料方便，需要添

加小黎的 QQ 号。

“我当时有询问对方是什么工程款

项的保证金， 对方称我的老板清楚这

事，而且他能直接说出老板的全名。”小

黎说，她以为“李总”是老板的老客户，

就添加了他的 QQ。

半小时后，小黎收到“老板”发来的

QQ 信息，询问她实业公司的“李总”有

没有联系她商谈保证金的事，并交代具

体工作由她与“李总”商谈。

小黎去电“李总”，“李总” 告诉小

黎，已经收到她“老板”发来的合同邮

件，但合同中有变动的内容，无法顺利

签订，若要进一步合作，需要公司先退

还工程保证金后再面谈协商。

由于数额较大，小黎当时直接拨打

了老板的手机，但老板的电话始终没有

打通。 小黎只好在 QQ 上向“老板”汇

报该情况。 QQ 上的“老板”告诉小黎，

下周一自己会当面与“李总”协商，保证

金的事就按照“李总”的要求，先从公司

账户退还给他。

接到老板的指示， 小黎自然照做，

将 49.2 万元保证金分成两笔打入“李

总”提供的账户。 没想到，钱刚转账，小

黎就接到了真正的老板胡先生的电话，

询问其转账原因。 这时，小黎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

谁快谁赢，民警和嫌疑人在速

度上赛跑

五山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民警黄志

东迅速赶到现场。 经了解情况后得知，

这笔款小黎刚刚转过去不到半小时，很

可能嫌疑人还没来得及取走，采取紧急

措施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黄志东当机立断，带着慌了神的小

黎赶到附近某银行支行。银行工作人员

通过查询， 发现钱款已经到达对方账

户，仍有 47.2 万元未被处置。 但冻结对

方个人财产，银行依法走程序需要一些

时间，而此刻时间就是金钱。

为最快速度防止账户内的 47.2 万

元被嫌疑人转走，根据银行工作人员建

议，黄志东对该账户进行了紧急挂失处

理，限制资金转移。但挂失，并不意味着

就万无一失。 黄志东深知，只有将这笔

钱冻结， 才能保证 47.2 万元不被骗子

取走。 黄志东立即调查获取诈骗证据，

迅速开展相关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骗

子收款账户被成功冻结。

经银行方面确认， 账户内 47.2 万

元在有关手续齐全后， 将退还报警人。

得知自己被骗的钱被成功拦截，小黎松

了一口气。 该公司负责人感激万分，特

意致电五山派出所，对民警黄志东表示

感谢。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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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广州东站派出所查处一名在

Z13次列车上盗窃他人财物的违法嫌

疑人康某，给予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据介绍，8月14日13时左右， 广州

东站派出所接到从沈阳北开往广州东

的Z13次列车上乘警的电话称，其在车

上抓获一名涉嫌盗窃他人1900元和一

套充电宝的男性旅客康某。

经查： 今年60岁的康某是黑龙江

省海伦市人，13日6时38分， 他和朋友

一起从沈阳北上车， 准备到广州找亲

戚。 14日12时左右，康某在15、16号车

厢的连接处看到地上放了一个无主的

手提包， 于是顺手了袋里的烟盒和充

电宝， 而烟盒中装有1900元现金。 不

久，手提包的主人吃完饭回来，发现自

己的东西被盗了， 随后发现了康某的

朋友正在使用自己丢失的充电宝，于

是报警。 最终康某承认自己一时贪心

偷了东西。

目前， 广州东站派出所给予康某

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李彦勇 梁荣忠）

昨日，广州越秀警

方通报：今年以来，越秀警方按照上级

公安机关命案积案攻坚部署要求，深

入开展“云剑”行动，成立命案积案研

判专班，利用传统侦查手段结合“智慧

新警务”，对命案积案进行攻坚。 8月2

日，越秀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在江苏扬

州抓获20年前一宗伤害致死案件在逃

嫌疑人邹某。

1998年11月7日晚，越秀区某花园

保安员袁某、 杜某和牛某在值班时发

现有人翻爬围墙，3人上前盘问时分别

被对方持刀捅伤， 其中袁某因失血过

多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越秀警方

立即展开侦查，发现邹某、金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随后，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金

某抓捕归案，但邹某一直在逃。

20年来， 越秀警方并没有放弃调

查。 最近，专案组重新梳理卷宗，经过

大量的侦查工作后， 发现江苏扬州一

名男子“李某”与邹某高度相似，另外

还发现“李某”与邹某家属常有联系。

民警推断“李某”极有可能就是在逃多

年的犯罪嫌疑人邹某。 越秀警方立即

组织警力赶赴江苏扬州， 在当地警方

协助下，进一步调查证实“李某”就是

邹某。8月2日凌晨，警方在扬州市江都

区一棋牌室内将犯罪嫌疑人邹某抓

获。

据邹某供述， 案发后他逃回家乡

江西， 在得知同案的金某落网后又逃

往湖南，用假身份在一个砖瓦厂打工。

因砖瓦厂工作辛苦、工资低，邹某又逃

到上海、江苏等地。 在被警方抓获时，

邹某已结婚生子， 还担任一家耐磨材

料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广州市河长办查处多家严重偷排违法企业

番禺一化工厂偷排废水被关停

见钱眼开盗窃财物

一旅客被拘留15日

公司副总是命案逃犯

案发20年后终落法网

急！ 骗子冒充老板诈骗财务49万元

快！ 民警紧急止付挽回损失47万元

该厂一洗手池底部隐藏直排厂外

的水管。

执法人员现场测试涉事化工厂雨水

渠水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