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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获悉，东莞市第一人民法

院近期审理了一起故意损毁共享单车

引发的盗窃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为了

盗取电池，连续数日共破坏22辆共享单

车， 最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

月。

据了解， 1 月 24 日， 东莞哈啰单

车运营后台发出异常提示警报， 系统

显示用户欧某在 1 月 22 日至 1 月 24

日期间通过 App 正常扫码开锁使用数

十辆共享单车， 但每次骑行时间和骑

行距离都很短， 且奇怪的是每一辆共

享单车在其使用后第二天就会变成失

联状态。 1 月 24 日哈啰单车工作人员

通过致电该用户询问情况未果， 并且

次日又发生了车辆失联的情况， 于是

企业工作人员通过车辆失联前发出的

信号定位的位置去查看， 发现了大量

被拆解掉的车锁， 随后工作人员报警。

接警后，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并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欧某， 1 月 27 日 18

时许， 公安机关在东莞市万江新和工

业园将犯罪嫌疑人欧某抓获归案。 经

审讯， 犯罪嫌疑人欧某交代并承认了

犯罪事实。 经查明， 欧某为制作电动

自行车电池， 通过扫码的方式开启哈

啰单车车锁后， 将单车骑至附近偏僻

地方， 利用随身携带的螺丝刀对车锁

进行拆卸， 然后盗走车锁内的三节锂

电池， 将车锁留在拆卸的现场。 欧某

利用上述方式在 1 月 22 日至 1 月 24

日期间实施了三次盗窃， 总共盗取了

22 辆共享单车的锂电池， 合计盗窃金

额 1974.06 元。 查明后， 警方将嫌疑

人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

认为， 被告人欧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窃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触犯了相关法

律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日前， 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了该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欧某犯盗窃罪， 公诉机关指控

成立。 判处嫌疑人欧某有期徒刑 6 个

月， 处罚金 2000 元， 责令被告人欧某

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

内， 退赔人民币 1974.06 元给被害单

位。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中国举重博物馆正抓紧建设

目前已征集举重藏品3278件（套）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龙宣

1956年，我国举重名将、东莞市石

龙人陈镜开打破了世界纪录，使新中国

实现了在体育运动史上世界纪录零的

突破……为纪念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

6月7日，东莞市石龙镇召开纪念陈镜开

打破举重世界纪录65周年座谈会。 东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棠，市文广

旅体局局长司琪， 石龙镇委书记陈庆

松，镇委副书记张彤飚以及目前居住在

东莞的石龙体校培养的历届全国冠军

以及更高级别赛事的冠军、 金牌教练

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会

上透露，中国举重博物馆的建设工程正

在加紧进行，目前已经征集到各类举重

藏品3278件

（套）

。

陈镜开创造新中国第一个体育

世界纪录

据了解，1956年6月7日， 石龙人陈

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

举世界纪录，创造了新中国第一个体育

世界纪录，其运动员生涯中共十次打破

世界纪录。 是中国首批运动健将之一，

五次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荣立特

等功一次，一等功两次，是第二至第五

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7年5月11日，国际

奥委会授予他奥林匹克银质勋章；1997

年入选国际举重联盟名人馆，并任亚洲

举重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

以陈镜开为代表的举重人把举重

精神用汗水诠释得淋漓尽致，举重精神

是一代又一代的举重人把民族尊严、国

家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是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的精神；是不断进取、突破

自我的精神。 座谈会上，大家一起重温

了以陈镜开为代表的中国举重健儿们

的辉煌历史。 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

代表和陈镜开家属送上了贺电和录音

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 当日，主办

方还向所有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举重

博物馆的建设情况。

中国举重博物馆落户石龙

据介绍，2021年3月1日上午， 中国

举重博物馆动工仪式在石龙镇人民广

场

（中国举重博物馆建设选址点石龙旧

体校边 ）

举行后，全国近30家媒体争相

报道。 从这一天开始，这个曾走出新中

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举重运动员、第

一个取得奥运举重金牌运动员的“举重

之乡”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全世界

的举重健儿们筑起一个“家”，正如国家

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主任、中国举重协

会主席周进强所说：“把博物馆放在第

一个

（世界冠军）

的诞生地，是想把举重

精神传承下去。 中国举重博物馆的建设

正逢其地、正逢其时，建成后将成为弘

扬举重文化、传承举重精神，以及所有

中国举重人的精神家园”。

目前，中国举重博物馆的建设工程

正在加紧进行， 经过三次方案论证，最

终确定将对文化大楼附楼进行拆除重

新设计，使展陈可利用发挥的空间最大

化。

此外，已有不少于三家知名公司对

博物馆的展览陈列提出概念设计方案。

为补充举重历史资料，丰富展示呈现方

式，在东莞举重协会的支持下，石龙镇

也正在进行中国举重史口述采访和藏

品征集工作，目前已经采访到16位著名

中国举重运动员、教练和行业主管部门

领导，已经征集到各类举重藏品3278件

（套）

。 其中较著名的有陈镜开历年打破

全国纪录勋章、1984年陈伟强中国奥运

会代表团团服和领奖服、第一届女子世

界举重锦标赛金牌、1988年李金河汉城

奥运会铜牌、刘寿斌1989年举重世界杯

奖杯等重要展品。 还面向社会广泛征集

“中国举重博物馆”形象标识设计方案。

经过60日的征集，共收集到来自全国各

地240名作者投稿共335份设计方案，目

前设计方案邀请了多名评委线上加紧

评审中。

高埗体协换届

游泳名将陈苏伟当选会长

近日， 东莞市高埗体育协会换届

大会在昌兴存茶举行， 选举产生高埗

体育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会长、

副会长， 并聘任了秘书长等。 高埗镇

委委员肖乃勇参加了换届大会。 经该

协会第二届理事会选举， “世界公开

水域三大皇冠” 挑战的中国第一人、

游泳名将陈苏伟当选为高埗体育协会

会长。

陈苏伟表示， 将依托高埗镇体育

设施配套资源， 组织开展体育进校园、

体育进村

（社区）

、 群众体育等系列活

动， 充分激发高埗镇体育事业的动力

与活力， 推动形成党政齐抓共管、 部

门协同推进、 社会动员有力、 群众广

泛参与的全民健身发展新格局， 全面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

据悉， 近年来， 高埗镇体育运动

事业蓬勃发展， 先后成立了高埗体育

协会、 高埗足球协会、 高埗羽毛球协

会、 高埗游泳协会， 培训发展了 250

多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构建了较完善

的高埗体育工作体系。 高埗镇体育工

作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 例如产生

了“世界公开水域三大皇冠” 挑战的

中国第一人、 游泳名将陈苏伟， 冼沙

小学被评为全市为数不多的“广东省

游泳传统项目学校”， 部分公益体育培

训项目也曾获市体育局“体育工作单

打冠军” 等荣誉， 篮球、 足球等专业

运动成绩也在市级比赛中节节攀升。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刘丹

男子破坏22辆共享单车被判刑

为盗取电池最终获刑6个月

经历年初来的持续震荡后，5月底

A股迎来久违的反弹， 其中前期深度

调整的核心资产板块上演强势归来。

对此，不少机构表示，目前部分优质

标的估值相对合理，从中长期来看，机

构投资者对核心资产的投资偏好仍

难以改变。 为把握核心资产的配置良

机，由工银瑞信权益投资部副总监鄢

耀担纲的工银核心优势混合于6月7日

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过中国银行、工

商银行、中信建投证券、天天基金、蚂

蚁基金等各大代销渠道及工银瑞信

直销渠道进行购买。

工银核心优势混

合6月7日重磅发行

随着公募基金行业的规模增长和

品类扩容，基金投资者选基难的问题

受到行业持续关注，以基金为主要投

资标的的FOF产品受到投资者青睐。

据悉， 由资深FOF战将桑磊掌舵的中

欧睿智一年持有将于6月17日正式发

售，投资者可借道该产品一揽子布局

众多权益精品基金。

据了解，桑磊从业超13年，长期专

注资产配置， 拥有CFA、CPA、FRM、

中国精算师等资格。 他更倾向于基于

对市场的预判和观察进行右侧操作，

注重安全边际和分散配置，通过长期

持有优质资产力求获得超额收益。

中欧睿智一年持

有6月17日发行

纪念陈镜开打破举重世界纪录

65

周年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