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用罂粟叶喂家禽可以

防病？ 近日， 奉贤警方在社区走访

时， 发现一位阿婆在自家园子里种

植了 30 余株罂粟秧苗， 作为她饲

养家禽的“饲料”。 经民警释法、

教育， 这些罂粟秧苗已被全部销毁

处理。

据介绍， 奉贤区钱桥派出所民

警在社区走访时， 发现在一处桃园

里生长着一小片罂粟秧苗。 原来，

这片桃园的主人是位阿婆， 她听说

用罂粟叶喂家禽可以防止家禽生

病， 这才在自家桃园里播种了罂

粟。 得知种植罂粟违法， 她主动和

民警一起将桃园里的 30 余株罂粟

秧苗全部拔除。

确定了阿婆种植罂粟目的， 并

且她种植的数量较少， 民警依法对

阿婆进行批评教育， 并对所有的罂

粟进行销毁处理。

警方表示， 罂粟是提取毒品海

洛因的主要原植物， 长期食用容易

成瘾， 危害身体。 我国对罂粟种植

严加控制， 除药用科研外， 一律禁

植， 即使是在自家种植只作观赏，

也是违法的。

阿婆种30余株罂粟喂家禽“防病”？
警方：除药用科研外一律禁植 已全部销毁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目前， 上交所已受理

65 家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 作

为资本市场的基石， 上市公司只有

固本强基才能行稳致远， 才能助推

上海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日

前， 中新经纬联合上海社会科学

院、 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在沪举行

“上市公司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来

自学界、 商界的学者专家共聚一

堂， 解读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要

素、 展望即将推出的“科创板”、

共论优化营商环境之道。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

汇在致辞时指出， 上市公司是资本

市场的基石， 固本强基方能行稳致

远， 要通过资本市场基础性的制度

变革来切切实实堵住漏洞， 真正维

护平衡， 兼顾市场参与者各方的利

益。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

并实行注册制， 预示着中国资本市

场改革进入了新阶段， 以科创板为

载体进行的自主创新将改善我国资

本市场生态， 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

更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 进

而推进上海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

化。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睡醒不等于酒醒， 本

市一男子就因“隔夜酒驾” 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 松江警方接报一起交通

事故警情。民警到场后，发现报警男

子朱某身上一股酒味。经检测，朱某

当时血液酒精含量为 82mg/100ml，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面对测试结

果，朱某大呼冤枉。

据朱某交代， 他于昨晚参加朋

友聚会， 席间共喝了约三两白酒，

后于次日凌晨被朋友送回家。 8 时

40 许， 朱某一觉醒来后自觉“酒

醒”， 于是驾车外出办事， 不慎在

小区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擦， 报警后

被警方查出酒驾。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徐波

本报讯 近日， 嘉定警方捣毁

了一个以微信荐股为名， 吸引想要

投资的人员， 逐步设陷阱引导他们

进入一个所谓的“指数期货” 平台

进行操作的团伙， 抓获涉嫌诈骗犯

罪嫌疑人 23 名， 缴获涉案电子设

备 30余台， 诈骗记录本 10余册。

去年， 股票市场频繁震荡， 倪

先生 9月底在使用微信时， 一个自

称某知名证券公司员工的阿军加他

微信， 称有一个微信荐股群很厉

害， 里面还有老师讲课， 告诉股民

什么时候买卖能够赚钱。

倪先生就加入了这个群。 这个

群里的人很多都晒自己的炒股“战

绩”， 称受到指点后买卖股票收益

很好。 里面有个微信名叫“九鼎”

的老师告诉大家， 个股不好操作，

教大家买“A50 指数”， 能够将股

票上输的钱赚回来。 倪先生随即和

“九鼎” 单独加了微信。

倪先生按照对方的要求， 下载

了一个软件， 随后将自己银行账户

内的钱款折算成美金， 转到对方指

定的所谓指数期货账户上。 按照对

方的指令， 倪先生买进卖出所谓的

“A50”、 “恒生指数” 期货， 三天

时间就将 10 万美金亏了个精光。

随后， 倪先生被告知自己的账户被

平仓了。 此时才如梦方醒， 联系阿

军等人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

嘉定警方接到报案后， 发现这

是一个以荐股为诱饵， 利用所谓期

货软件进行诈骗的团伙。 经过前期

缜密侦查， 警方于 4月 2 日在闵行

区浦江镇三达路一商务楼内抓获涉

嫌诈骗的王某、 何某等 23 名嫌疑

人。 经查， 该犯罪团伙以冒充期货

分析师， 通过电话及微信使用话

术， 诱骗被害人进入虚拟交易平台

投资的方式， 骗取被害人财产。

目前， 相关嫌疑人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因对房屋检测公司

收费不满， 一男子竟利用自己在

市场监管部门任职的专业“优

势”， 以举报作为要挟， 敲诈勒

索房屋检测公司 20万元。 日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

索罪对该案的嫌疑人张某某依法

批准逮捕， 目前该案已进入审查

起诉阶段。

张某某在帮父母出售房屋期

间， 因房屋承重结构损坏需评估

检测， 请飞扬公司 （化名） 进行

房屋修复相关评估检测， 但他认

为该公司报价过高， 属于消费欺

诈。 后张某某以其父亲名义向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并通过

12345 市民热线， 举报飞扬公司

网站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

飞扬公司邀请张某某商谈投

诉事宜， 张某某以在房屋出售过

程中受到重大损失为由， 向飞扬

公司提出赔偿损失。 张某某声称

若飞扬公司支付 20万元，他将撤

销举报。 张某某还利用自身在某

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任职的优

势，恫吓飞扬公司违反《广告法》

的行为将会受到巨额罚款处罚甚

至被吊销企业资质， 并威胁飞扬

公司若不支付赔偿款将会继续举

报，直至公司倒闭。飞扬公司无奈

之下将 20 万元汇入张某某母亲

银行账号内，指望能够息事宁人。

后因张某某之前的举报无法撤

销， 飞扬公司仍受到市场监管部

门行政处罚。 在要求张某某退还

款项无果情况下，飞扬公司报案。

承办检察官认为， 张某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威胁、要挟

的方法， 向飞扬公司索取 20 万

元， 其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马晓杰

本报讯 一名孕妇在路边突发大

出血， 情况危急， 浦东公安分局川沙

派出所民警开启救助快速通道， 将孕

妇送往医院使其转危为安。

4 月 7 日， 一孕妇在川沙路一小

区门口突发大出血， 其丈夫在拨打

“120” 后由于急救车距离较远， 又拨

打了“110” 向警方求助。 川沙派出

所接报后迅速出警， 民警赶到现场时

发现孕妇半躺在路边， 深色裤子下已

有鲜血溢出， 其丈夫、 婆婆陪在一旁

焦急万分。

民警当机立断将孕妇扶上警车，

拉响警笛， 将孕妇送往最近的医院救

治。 到达医院后， 民警与家属合力将

体力不支的孕妇从警车抬上担架送入

急症室。 由于抢救及时， 孕妇脱离了

生命危险， 最终母子平安。 孕妇家属

表示， 等到孩子出生并长大， 会对孩

子说： “是一辆最美的警车， 接你来

到了这个充满温暖的人世间。”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顺风车业务中， 司机

的背景信息筛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

关注， 近日， 记者从哈啰出行方面

获悉， 该公司已与多地公安部门合

作， 筛查出有“暴力犯罪、 黄赌

毒、 猥亵、 醉驾” 等不良前科的司

机上万名。

日前， 国内出行平台哈啰出行

携手全国多个省市公安部门， 在上

海举行了主题为“警企联动， 守护

平安” 的圆桌论坛暨安全备忘签约

仪式， 共同探讨建立内聚外合的开

放型安全保障体系。 论坛上， 哈啰

出行与八省市公安部门签署警企战

略合作协议， 哈啰出行的顺风车业

务将与各地公安系统对接， 对司机

背景进行动态筛查， 不合规的司机

将进入“黑名单”，进入平台后出现

违规、 违法、 犯罪行为的顺风车司

机，也将被剔除出平台，企业相关信

息将与公安部门同步共享。 据悉，

哈啰出行筛查的维度包括： 暴力犯

罪、黄赌毒、猥亵、醉驾等不良前科。

截至目前， 平台在与公安系统对接

试运营中， 已经通过动态筛查， 筛

选出问题司机上万名。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昨天， 普陀区曹杨新

村街道、 宜川路街道等各镇街启动

了“生活垃圾分类” 大型宣传活

动， 数千名志愿者走上街头， 以实

际行动和各类具有生活气息的节

目， 向公众传递“垃圾分类工作就

是新时尚” 的理念。

4 月 13 日上午， 记者跟随志

愿者接连参观了曹杨花苑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点、 “机关带头、 党员先

行” 街道机关大院垃圾分类点位、

“星” 时尚空间垃圾生态循环工作

站等地。

在曹杨花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点， 记者看到， 为了解放居民的

“双手”， 社区在每个垃圾箱上方安

装了感应器， 有居民走到近前， 垃

圾箱盖就会自动开启。 投放完垃圾

后， 居民还可以将手中的专门“芯

片” 在绿色账户计算装置前， 扫码

“加分”， 积分每三个月可以兑换一

次， 居民可以用积分换取洗洁精、

纸巾等各类生活用品， 深受辖区居

民的喜爱。

当天， 真如镇街道还举行了

“生活垃圾分类， 我们准备好了吗”

主题论坛。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徐丽娜 秦纲

本报讯 空乘学员集中培训期

间， 宿舍发生窃案， 一名空姐名贵

手表被盗。 青浦警方细致调查， 迅

速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 黄某承认

偷窃， 称因不满对方“炫富”， 想

给她点“教训”。

2月 23日， 某航空公司乘务班

学员张小姐来到青浦公安分局夏阳

派出所报案称， 自己的手表被偷

了。 经询问， 民警获悉近期航空公

司乘务班学员在开展集中培训， 统

一住宿在青浦区一公寓楼内， 四个

人一间。2月 22日 23时 30分许，张

小姐在寝室内就寝， 睡前将手表放

置于床边柜子上方， 第二天醒来后

却发现价值 3万余元的手表被盗。

接报后， 民警立即赶赴事发地

开展现场勘察、 走访并及时调取相

关监控录像。 经现场勘查， 初步排

除从外侵入实施盗窃的可能性。 民

警询问了张小姐同寝室的其他三

人， 其中女子黄某神色异常， 前言

不搭后语， 引起民警的注意。 最终

黄某交代， 因不满室友张小姐经常

炫富， 为给她一些“教训”， 就将

其手表窃走藏于旅行箱内。 当张小

姐报警后， 黄某担心警察到场后找

到手表， 就悄悄将手表转移至外卖

盒内， 扔至该楼层垃圾桶。

最终， 黄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青

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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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培训期间名贵手表被盗

室友偷窃理由：不满“炫富”给点“教训”

哈啰出行筛查出上万名“问题”司机

涉及暴力犯罪、黄赌毒、猥亵等不良前科

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准备好了！

论坛现场 记者 汪昊 摄

睡醒不等于酒醒

发生碰擦事故 一查“隔夜酒驾”

最美警车接送最危孕妇

微信荐股带你赚钱 活跃群友全都是托
警方捣毁一投资诈骗平台

因嫌检测公司收费高要挟举报

市场监管人员勒索20万元

上市公司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沪举行 专家学者：

健康的上市公司有助营商环境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