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行政经理勾结他人盗

走价值14万元的潮牌服装， 通过网

络平台销售获利。近日，闵行公安分

局侦破一起案件， 涉案两人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4 月 29 日， 陈先生来到闵行

公安分局虹桥派出所报案。 陈先生

是一家潮牌公司负责人， 近期， 他

发现公司一批与潮牌联名的服装被

盗， 价值近 14万元。

虹桥派出所民警调取公司监控

后发现，3月30日、3月31日、4月5日

的深夜11点到凌晨1点，公司监控都

处于关闭状态。监控设备运行正常，

突然关闭应是人为。 民警又调阅物

业监控， 发现这些时间段里， 都曾

有两名男子进入仓库，形迹可疑。经

辨认，此人是公司员工高某。根据公

司记录， 员工中只有高某有仓库监

控视频的管理权限。

在警方面前， 高某承认了自己

的所为。据交代，他在公司任行政经

理。 他与好友周某于今年 3 月、4

月，两次驾车到公司仓库，故意将监

控关掉，盗走 100余件品牌服饰，价

值近 14万元。后两人分别通过网络

平台销售，获利 12.7万余元。 目前，

两人均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马晓杰

本报讯 因要代收所谓海外网

友 280 万美元， 刘小姐被骗 6 万

元。 还好浦东警方及时帮其止付，

为她保住钱款。

2018 年年底， 微信上来自英

国的好友申请， 引起了刘小姐的注

意。 在微信聊天过程中， 刘小姐与

这个叫大卫的英国网友成了知心好

友。 一段时间后， 大卫说要到中国

与刘小姐一起做生意， 请她帮忙接

收一个装有 280 万美元现金的包

裹。 刘小姐满口答应。 几天后， 一

个自称快递公司的人加了刘小姐微

信， 告知她包裹在阿联酋遇到问

题， 需交 6万元手续费， 否则要被

阿联酋海关扣押。 刘小姐没有半点

犹豫直接去 ATM 给对方汇款了 6

万元。 然而 280万元美元的包裹迟

迟不来， 刘小姐心急如焚， 再联系

大卫， 已然失联。 刘小姐才幡然醒

悟， 于是到浦东公安分局沪东新村

派出所报案。

接报后， 民警迅速确定相关涉

案账号， 并立即登录止付平台为其

止付， 最终成功冻结了骗子的涉案

账号， 为刘小姐保住了钱款。

280万美元的诱惑
浦东警方成功止付一起网络电信诈骗案

□冯联清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举行了由中心党政及公共卫生中心主

办， 防保科、 后勤保障科及相关部门职工参

加的“防灾减灾日” 灾后消毒演练。

活动中， 医护人员通过学习地震及灾后

逃生的相关知识、有奖答题、公共卫生医师实

战操作技能竞赛等方式，深化防灾减灾意识，

提高相关技能。特别是公共卫生医师6人，分3

组进行消毒液的选择与配置、 个人防护用品

的穿戴、现场消毒操作的技能比赛，让白衣天

使们接受了一堂形象生动、 比学赶帮的防灾

减灾知识的强化教育。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绿化市

容局获悉， 4 月市容环境质量监测

实效检查情况于近日出台。 上海市

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委托第三方

公司共检查道路、公厕、垃圾收集点

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等项目样本

3166个，平均得分 96.29 分，总体显

示，本市市容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其间， 徐汇质监中心对徐家汇

公园、 桂江路樱花大道、 上海植物

园及周边重点道路开展专项检查工

作， 结果总体情况良好。 宝山区市

容景观所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创全和

环保督查市容保障工作的需要，以

压缩站保洁管理情况、 周边环境状

况、 设施设备维护情况等为主要检

查内容， 对全区实际开放使用 149

座小压站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

下阶段， 全市市容质监部门将

抓好质监规范化建设， 优化质监工

作机制， 提质监检查和整改质量，

根据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和进博会市

容环境保障要求， 开展相应的专项

检查和环境整治。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2019

年 4月， 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

理举报 1206.2 万件， 环比增长

9.5%， 同比下降 7%。 其中， 中央

网信办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 19.7

万件 （包括各地网信办受理报送 4

万件）， 环比下降 42.2%， 同比增

长 29.6%； 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

理 230.5 万件， 环比增长 76.6%，

同比下降 63.7%； 全国主要网站受

理 960 万件， 环比增长 1.2%， 同

比增长 47.9%。

在全国主要网站受理的举报

中，微博、腾讯（微信 、QQ、腾讯安

全服务平台、腾讯网、腾讯微博）、百

度、阿里巴巴、新浪网等主要商业网

站受理量占63%，为 605.2万件。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周光余

本报讯 近日， 市交通委执法

总队公布了 2019 年一季度本市出

租汽车、省际客运、公交、危险货物

运输、 驾培五大行业企业违法率排

序情况。出租汽车行业板块中，传统

“四大”出租汽车企业违法率均低于

平均水平。 其中“锦江”月均违法率

0.07%，排名第 51 位；“强生”月均违

法率 0.25%， 排名第 38 位；“海博”

月均违法率 0.5%， 排名第 28 位；

“大众”月均违法率 0.6%，排名第 21

位。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新大

都丰帆客运有限公司的月均违法率

竟高达 42.71%。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表示， 各企

业应对照本季度月均违法率情况，

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 加强从业人

员教育培训， 特别是违法率排名靠

前的企业要认真剖析原因， 及时采

取管理措施， 有效降低企业违法

率。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也将进一步

加强监管， 督促企业规范经营行

为， 对高于行业平均违法率企业予

以重点监管。

另外根据新的执法监管要求，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外省市抄

告本市籍车辆在外省市的违法行为

将一并纳入违法率统计数据。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梅小明

本报讯 昨天， 记者从上海机

场集团获悉， 浦东机场 1号航站楼

（T1） 新建的进境免税店于日前开

业。 对标国际标杆机场、 拥有 510

平方米的全新进境免税店一经亮

相， 立即引来中外旅客纷纷驻足，

成为打响上海入境购物打卡的第一

站。

为升级旅客购物体验， 缓解航

班高峰时段旅客排队等候， 浦东机

场扩增了进境免税店规模， 进一步

优化了品牌布局， 升级改造了店铺

形象， 为入境后的旅客提供了全新

的购物环境。

得益于全球旅游市场蓬勃发

展， 中国旅游市场也在稳步增长，

而上海也是旅游市场增长最快的城

市之一， 上海机场作为上海的重要

口岸， 是许多旅客进出上海的重要

一站。目前，上海机场免税在口岸免

税业务中，尤其是香化品类，在全球

范围内占据了价格、品质、品牌等诸

多优势， 促进了销售额的持续增

长。 上海机场免税商业已确立内地

第一的行业地位， 已经成为打造

“上海购物” 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上海购物” 品牌建设，

借助卫星厅投运后免税商业的增

量， 浦东机场将充分发挥口岸免税

的独特优势， 致力于汇聚更加丰富

的全球高端品牌， 改善购物环境，

提升旅客体验度， 努力成为引导境

外消费回流和满足旅客消费升级的

“上海购物” 金字招牌。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日前， 由华东师范大

学法学院和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

究会主办， 上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

研究会、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编

辑部、 靖霖 （上海） 律师事务所共

同协办的第二届刑法专题论坛“因

果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论坛日前在

沪举行， 来自法律院校、 司法实务

部门的专家学者对包括客观归责理

论在内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

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张建指出， 因果关系

在刑法的理论上是一个老问题， 但

又是一个新问题。 如何运用好因果

关系对于一个行为的判断， 对于解

决 P2P 案件和民营交叉的刑事案

件有着重大意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黄祥青则就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

中涉及到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 他

曾搜集了 67例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并将其分为了四类。 分别是轻微暴

力粗暴的行为， 直接导致了被害人

的死亡； 暴力行为偶合外在的介入

因素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 内在因

素暴力行为合力诱发被害人严重疾

病导致死亡结果； 非攻击性的暴力

合力被害人不当反应， 导致死亡结

果。 他认为， 刑法因果关系的判

断， 核心问题就是因果关系的范

围， 所引发的法律责任既有有刑事

的法律责任， 民事的法律责任， 应

该把法律责任纳入到统一法律的视

野里面来考量， 在规则的研究中要

关注实质合理性的范围。

此外， 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务研

究科教授松宫孝明以在日本展开为

素材，从大阪南港事件，探讨了因果

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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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是“上海助残

周” 首日。 当天， 电信大楼举办了

手语视频服务正式开通仪式， 标志

着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手语视频服

务正式投入运行， 让全市现有 7.2

万名持证听力及言语障碍者获得了

更便捷、 更人性化的城市公共服

务。 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首个提供

手语服务的政府服务热线。

在手语视频服务正式开通仪式

上， 听力及言语障碍朋友纷纷对此

项服务表示欢迎， 并通过视频提出

诉求， 短短时间内， 手语视频服务

热线就先后接听了好几通电话。

据介绍， 本市持证听力及言语

障碍者， 皆可通过手机和家庭电

脑， 以手语视频向 12345 平台提交

对上海公共管理服务的咨询、 投

诉、 意见和建议。 接到市民的视频

来电后， 平台会首先按照分类进行

处理， 如咨询类的问题， 一般当场

就解答给市民， 如果是求助类的问

题，会记录下市民的求助内容、电话

等要素， 然后派单给相关的承办部

门， 再由承办部门通过短信的方式

与市民取得联系，解决相关问题。

据统计， 上海现有持证听力及

言语障碍者约 7.2 万人。 市残联表

示， 向这一群体提供更便捷、 更人

性化的城市公共服务， 让其共享美

好的生活， 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

市的题中之义。

据介绍，上海12345也是中国大

陆地区首个提供手语服务的政府服

务热线。听障市民可通过下载“新视

通”视频终端发起视频，向12345反

映诉求， 由专设的手语视频客服人

员用手语与市民进行交流。

“12345”手语视频服务正式启用
惠及全市约7.2万人 可通过下载视频终端发起视频

“因果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专题论坛举行

本市公布最新交通运输行业企业违法率排行

一省际客运企业月均违法率高达42.71%

4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1206.2万件

“防灾减灾日”

灾后消毒演练

浦东机场1号航站楼进境免税店开业
助力“四大品牌”建设 打响“上海购物”第一站

上月本市市容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14万元潮牌服装不翼而飞 竟是“内鬼”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