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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数据盘点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崔顺成

本报讯 日前， 虹口公安分局

广中路派出所的民警在银行工作人

员的协助下， 成功劝阻了一起电信

诈骗。

4 月 19 日上午， 虹口公安分

局广中路派出所接到辖区银行工作

人员的报警求助， 称有一名女士要

开通网银， 把钱转到一个不知名的

APP 中。 民警赶到银行， 看到正

在与银行工作人员争论的李女士。

李女士表示， 自己在微博上认

识了一名“股市高手”， 高手将其

拉入一个 100 多人微信群。 这位

“高手” 曾在群里发布一个理财软

件， 通过这款软件， 李女士赚到了

一些小钱， 自此对这位老师深信不

疑。

几天前， 群里不少人向老师寻

求更快的赚钱渠道， 老师在多次婉

拒和“不情愿” 下又发布了一款软

件的链接。 据说只要将钱存入这款

软件， 就可实现股市交易“T+0”。

随即， 老师还在群内贴出了不少用

户通过这款软件获利的截图， 以及

大量资金流入该软件的凭证。 李女

士立即下载了这款软件， 并将自己

的银行卡和身份证照片上传。 不过

由于李女士每日转账额度有限， 该

软件客服提示她只要开通网银， 就

能将大笔资金转入， 从而获利更

多。 于是， 李女士便来到银行。

民警通过搜索该款软件发现，

软件的注册公司是一家已经破产的

教育机构， 并没有运营证券交易平

台的资质。 也就是说， 李女士如果

将钱转入这款软件， 不仅不能获

利， 连资金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

障， “股票高手” 在群里发布的

“赚快钱” 的实例也很有可能是编

造出来的。 不仅如此， 民警发现李

女士所在的这个群里竟然大部分的

账号存在可疑， 极有可能是老师的

“托儿”。

民警将这些情况告知了李女

士， 在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再三

劝阻下， 李女士当下表示不会再继

续转账。 但是李女士将信将疑的态

度还是让民警不放心， 于是， 在她

离开后， 民警又致电李女士的儿

子， 将具体情况予以告知， 希望家

人能一同劝阻李女士， 防止其受骗

上当。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随着渔阳里团中央机

关旧址纪念馆开馆， 5 月 4 日， 拥

有“青春赞歌” 浮雕墙与“青春足

迹” 步道的渔阳里广场首次亮相。

一场主题为“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

时代” 的“国旗下成长” ———上海

市青少年升国旗暨爱国宣讲专场活

动在此举行，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 图为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 本市各界青年在团旗下宣誓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5 月 1 日至 4 日

“五一” 假期， 全国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积极应对假日群众出游带

来的大交通流， 全警动员维护道

路交通安全与畅通， 有效保障了

“五一” 假日期间全国道路交通

总体平稳有序。 截至 5 月 4 日 18

时， 全国共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

交通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同比分

别下降 43.4%， 51.2%， 未接报一

次死亡 5人以上事故。

据统计， 节日期间， 各地公

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 65 万人

次， 出动警车 10 万辆次， 启动

交警执法站 4600 余个， 设立临

时执勤点 1 万余处， 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 141.4 万起， 其中

“三超一疲劳” 13.6 万起、 酒驾

醉驾 1.1万起。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今年“五一” 小长

假期间， 上海市公安局持续启动

社会面高等级勤务防控措施， 最

大限度将警力压到街面， 投到安

保现场， 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

安保措施落实， 全力确保“五

一” 小长假期间本市社会稳定、

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记者昨天从上海警方获悉，

“五一” 小长假期间， 全市 110

接报总数同比下降 15.9%， 未发

生重特大刑事、 治安案件和火

灾、 交通事故。 全市离沪车辆

169.6 万余辆次， 同比上升 7.9%，

进沪车辆 156.1 万余辆次， 同比

持平。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昨天， 记者从上海市

交警总队获悉， 4 月份， 全市共查

处汽车、 摩托车涉嫌假牌、 套牌、

假证相关违法行为 120 起。 其中，

涉嫌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

为 12 起， 涉嫌使用其他车辆的机

动车号牌违法行为 14 起， 涉嫌使

用伪造、 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 / 行

驶证违法行为 5起， 遮挡、 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 89起。

从今年 4月开始至年底， 上海

公安交警部门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

打击假牌、 套牌、 假证违法行为的

专项行动。

根据前期排查， 交警部门发现

悬挂沪 ABE619 号牌的一辆轿车，

存在套牌嫌疑， 在路口拦截中， 驾

驶人强行闯卡逃窜， 最终被警方抓

获， 并找到了藏匿的号牌。 原来这

辆沪 ABE619 奥迪车的真实号牌为

沪 C907PU。

据交警部门透露， 4 月 22 日

13 时 50 分， 这辆车出现在浦江镇

某酒店附近， 闵行交警立即沿周边

道路四处搜寻。 15 时 25 分， 该车

出现在浦星昌林路口， 面对民警设

卡拦截， 驾驶人姚稼栋竟强行闯卡

后逃窜。 民警迅速展开围捕， 最终

在沈杜路某公司大院将姚稼栋驾驶

的嫌疑车辆查获， 并在该公司大院

墙角缝隙内发现姚稼栋藏匿起来的

沪 ABE619号牌。

根据调查， 姚稼栋曾做过二手

车生意， 留下了一副沪 ABE619 的

号 牌 ， 改 挂 在 了 原 号 牌 为 沪

C907PU 的奥迪轿车上。 目前案件

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公安机关提醒市民， 一旦发现

车辆存在被套牌嫌疑， 应立即报

案， 同时持 《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

受案回执单》 向车管所申请换发机

动车牌证。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历史进程中

的翻译———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暨第三届 《外国语》 翻译研究高层

论坛” 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 当

日， 与会专家围绕五四运动前后主

要代表人物的翻译实践和研究， 发

表了各自观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恰

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而翻译一百

多年以前的新文化在传播和思想解

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场

学术交流不仅展现了翻译学科的最

新成果， 也凸显了翻译在历史进程

中， 尤其是“五四运动” 时期发挥

的巨大作用。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

局获悉， 今年“五一” 期间， 全

市公园共接待游客 433.9 万人次，

全市生活垃圾处置安全、 有序，

期间本市未发生森林火灾事故。

据统计， 全市公园共接待游

客 433.9 万人次， 其中城市公园

415.2 万人次； 郊野公园 18.7 万

人次。 假期游客量高峰出现在假

期第二天为 125.2万人次。

市容环卫方面， 节日期间，

全市景观照明开灯时间为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 每天 18:00—23:

00， 黄浦江、 浦东核心区域灯光

联动运行正常。

节日期间， 全市生活垃圾处

置安全、 有序， 生活垃圾处置总

量约 84569 吨， 日均生活垃圾处

置量 21142.3吨。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今年五一假

日期间， 上海旅游市场总体安全

平稳有序， 全市共接待游客 1490

余万人次。 其中，红色旅游非常火

爆， 纳入假日监测统计的 8 家红

色主题类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

10.24 万人次。 其间，市文旅局共

接到旅游投诉 29 件，其中投诉旅

行社 19 件（出境业务 7 件 ，境内

业务 12 件），投诉宾馆 2 件，投诉

景点 8 件，未接到重大、群体性投

诉和安全事故报告。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的深度发展， 沪苏浙皖间的联系

日益加强。 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刚刚

过去的五一小长假， 长三角铁路

共发送旅客 1495.2 万人次、 同比

增加 232.3 万、 同比增长 18.4%，

创新高。 其间，日均发送 299 万，

旅客发送总量占全国铁路客发量

的 20.9%。其中动车组列车发送旅

客 1082.4 万，日均发送 216.5 万，

同比增长 19.2%，占长三角铁路旅

客发送量的 72.4%。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本月起， 海关总署公

告 2019 年第 5 号 《关于进一步规

范携带宠物入境检疫监管工作的公

告》 正式实施。

宠物新政将来自不同国家处于

不同动物卫生水平的宠物实施分类

监管， 符合免予隔离检疫条件的宠

物，将免于隔离检疫；对不符合免予

隔离检疫条件的宠物， 必须从指定

口岸入境并在指定隔离场隔离检疫

30天。每位入境旅客可携带1只宠物

犬或猫， 入境时主动向海关申报并

提供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动物检疫

机构出具的有效检疫证书和狂犬病

疫苗接种证书。3种情况的宠物可在

入境时免于隔离检疫， 不符合要求

的宠物，需从北京首都机场、北京西

站、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上海火车站、上海国际客运

中心、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乌鲁木

齐地窝堡国际机场、阿拉山口等9个

建有隔离检疫设施的口岸入境。

本市上月查获假牌套牌假证120起
涉嫌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12起

围绕五四运动前后主要代表人物的翻译实践和研究

华政举办翻译研究高层论坛

国旗下宣讲

上海海关本月起施行宠物新政

全国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出警65万人次

本市110接报总数同比下降15.9%

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33.9万人次

上海红色旅游火爆 游客超10万人次

1495.2万！ 小长假长三角铁路客发量创新高

“股市高手”推荐软件让你赚快钱？
警方提醒：存在诈骗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