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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发布《关于确认2022年

广东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

”创建

单位的通报》，全省共333个村

（社区 ）

获评创建单位。 其中，东莞市凤岗镇油

甘埔村榜上有名。

近年来，凤岗镇油甘埔村按照“一

村一品”发展思路，积极推进创建民主

法治示范村活动，相继获评“东莞市民

主法治示范村”“凤岗镇2019~2020学

年度尊师重教先进单位”“广东省儿童

友好示范社区”“凤岗镇先进党组织”

“凤岗镇2018~2020年度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及时高效

便捷的法律服务，油甘埔村构建起“30

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 形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提升乡村依法自

治的水平。 同时，扎实推进“一村

（社

区 ）

一法律顾问”工作，有效提升基层

群众法律服务获得感； 成立东莞市侨

联法律服务站

（凤岗分点 ）

，为侨胞提

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加大民法典宣讲

力度，将法治宣传延伸到学校、企业、

家庭，打通普法“最后一公里”。

多渠道、多形式、多方位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该村建设了民法典主

题公园，打造“出门有法、休闲学法”的

法治文化阵地， 还在油甘埔村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整合现有功能室， 融入法

治元素， 设计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实

践基地， 更好地服务青少年的法治文

化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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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管萱萱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持

续推进中。 近日，东莞市公安局破获两

起与网购相关的案件。 一名男子自导

自演，竟然“盗窃”自己的网购商品，声

称“快递丢失”要求网购平台赔偿，结

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被抓； 另一名市

民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出售闲置物品

时遭遇假“客服”，对方以“诚信保障服

务”尚未通过审核为由要求其“开通服

务”，结果损失3万元。

谎称网购商品丢失

买家向平台索赔骗钱

8月18日， 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

接到辖区一快递公司快递员李先生报

警称：8月15日自己派发的一个快递包

裹不见了。 据李先生反映，自己明明已

经将快递包裹投递到位， 但是收件人

坚称自己没收到，如果包裹找不回来，

需要赔偿人民币132元。

9月13日， 厚街公安分局再次接到

辖区一快递公司快递员黄先生的报

警， 称自己派发的一个快递包裹被人

盗取， 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寻回快递避

免遭受赔偿损失。

根据两名报警人的陈述， 二人均

在送件后收到收件人的投诉称没有收

到快递包裹， 事后收件人以快递的原

价格向网购平台进行索赔。 民警敏锐

地感觉到事情不简单， 于是对两起案

件进行梳理串联。

警方通过查看视频资料发现，两

名报警人送件完毕后， 均由同一人到

快递存放点收取快递。 经核查，两起案

件中的收件人均为男子黄某佳， 其体

貌特征与现场监控记录的“盗窃男子”

基本一致。

至此，两起盗窃快递案水落石出，

原来这是由收件人黄某佳自导自演的

一场闹剧。 9月17日， 民警在厚街镇珊

瑚路一商务公寓将黄某佳成功抓获，

当场起获“被盗快递包裹” 的鞋子一

双。

据黄某佳供述，他第一次“盗窃”

自己的快递包裹后， 尝试向网购平台

索赔，结果网购平台果真原价理赔。 尝

到“甜头”后，他第二次用同样手法“盗

窃”自己的快递包裹，并向网购平台索

赔。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黄某佳没想

到自己的闹剧竟被警方识破。 黄某佳

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厚街警

方依法对黄某佳处行政拘留五日处

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网上出售闲置物品

卖家被“客服”骗走

3

万

对于闲置物品， 有的市民会选择

放到二手网络交易平台上转卖，“断舍

离”的同时，还能获得一笔收入。 然而，

在交易时大家一定要多加留心。

近日，市民吴先生

（化名 ）

将家中

闲置物品挂在某二手网络交易平台上

转卖，不久就有一名“买家”表示想购

买吴先生的物品，但无奈支付失败，并

给他发送了一张“订单无法支付”的截

图。

随后， 吴先生扫描截图上的二维

码，很快便收到“在线客服”的信息。 对

方说吴先生账户的“诚信保障服务”尚

未通过审核，违反了相关出售条例，导

致买家资金被冻结， 要求吴先生及时

处理。

由于初次接触二手交易平台，吴

先生信以为真，便在“客服”指引下，先

后向对方指定账户转账以“开通服

务”。 直到对方称还需继续转账才能正

常交易时，吴先生意识到自己被骗，合

计损失3万元。

东莞警方提醒： 在此类骗局中，

骗子会分别通过扮演“买家” 和“客

服” 实施诈骗。 “买家” 负责寻找目

标， 谎称交易支付出现问题， 并发送

伪造的截图， 让受害人联系“客服”

沟通处理。 紧接着， 所谓的“客服”

会以“激活账户” 开通各种业务等为

由， 不断诱导受害人转账， 收到钱

后， 骗子则不见踪影。

警方提醒，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

遇到问题时， 一定要通过平台联系专

属客服处理， 不要通过扫码或其他渠

道私下沟通，以免碰到假客服。 同时要

谨记，当客服以开通“诚信保障服务”

“假一赔三”业务等为由要求向指定账

户转账汇款的，一定是诈骗！

日前， 东莞市清溪人民期盼已久

的博

（罗）

深

（圳）

高速公路清溪互通立

交工程及出入口连接线工程正式通

车。 清溪市民可直接从清溪收费站进

入博深高速， 南下深圳龙岗大约30分

钟，北上博罗

（待开通）

大约45分钟。

9月21日上午，博深高速公路清溪

互通立交工程及出入口连接线工程通

车仪式在清溪立交收费站举行。 该项

目的投入运营， 极大地改善了东莞市

东南部交通出行环境， 清溪也实现了

“连深港，通莞穗，全面融入深莞惠半

小时生活圈”的目标。

清溪互通立交位于东莞清溪镇新

农村与深圳龙岗区交界处， 连接博深

高速与清溪镇县道X231清凤公路。 项

目设有5条匝道及收费站1处

（含配套

机电工程）

，匝道全长3453.7米，设计速

度40km/h。

博深高速清溪出入口连接线工程

是清溪镇连接深圳市、 惠州市和东莞

塘厦镇的重要交通要道， 项目总投资

约5.05亿元，路线全长9.878公里。 项目

起于博深高速清溪立交收费站

（大利

村葵湖）

出口，经香山路、清凤路、江背

路、谢坑路、莲塘路，从塘清收费站接

入从莞高速。

近年来，清溪镇致力于打造“外联

内畅” 立体交通体系， 并取得显著成

效。 随着武深高速、从莞高速、惠塘高

速、深圳外环高速，以及围绕高速路网

而展开的高速出入口、 互通立交项目

及连接周边镇区外联道路项目相继建

成通车，清溪及周边已有8个高速出入

口，从清溪镇内出发，10分钟左右上高

速， 可快速到达东莞城区和深圳等珠

三角其他城市， 真正实现半小时莞深

双城生活圈， 助推清溪加速融入湾区

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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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警方近日接连破获两起网购相关案件

为向商家“索赔”，买家谎称货丢了

博深高速公路清溪互通立交及出入口连接线正式通车

清溪融入“深莞惠半小时生活圈”

“买家”发来截图，称无法付款。

“客服”要求卖家吴先生办理业务。

凤岗油甘埔村成功创建

广东“民主法治示范村”

道滘与中集产城签约

推进大罗沙“工改工”项目

9月21日上午，东莞市道滘镇与中

集产城集团就大罗沙“工改工”项目举

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据悉，项目投产

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0亿元。

大罗沙“工改工”项目位于东莞道

滘镇大罗沙村， 为东莞首个大规模纯

工改M1“三旧”改造项目，更新单元总

面积772亩， 分为北中南三个单元，规

划建设M1新型厂房约116万平方米。全

部投产后预计新增就业岗位5000个，

实现年产值20亿。 集体收益将大大提

高， 将获得不少于16万平方米工业厂

房，每年租金收入约3000万元。

接下来， 道滘镇将和中集产城集

团共同推动大罗沙“工改工”项目加快

实施， 为道滘镇建设“现代化和美道

滘”，为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加快高

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道滘宣

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