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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近日， 崇明区人民

检察院就近年来崇明一书店内先

后发生的 2 起猥亵女童案， 向该

店开展检察建议公开宣告。 崇明

检察院建议书店强化未成年人安

全保护意识， 采取定时定岗巡查、

加装监控摄像、 张贴警示条等措

施落实整改， 切实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

2017 年 4 月， 张某于该书店

内对一 9 岁女童实施猥亵， 后因

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6个月。

今年 8 月， 店内再次发生猥

亵儿童案件， 犯罪嫌疑人邵某对

一 8岁女童实施猥亵。

案发后， 崇明检察院认真落

实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 要求，

多次实地走访该书店， 综合店内

实际与案件情况， 制发检察建议

并向该书店负责人进行公开宣告，

同时邀请特邀监督员列席。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已实施 4个多月， 崇明长

兴镇近日开出一张万元高额罚单。

原因是因为涉事火锅店在收到责令

整改通知书后仍旧屡教不改， 甚至

对现场执法多有阻碍。

崇明长兴镇沿街商铺众多， 各

家商铺门口都摆放了干湿分类的垃

圾桶， 长兴镇市容所联合长兴城管

中队多次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检查，

检查人员对商铺负责人宣传引导，

要求商家真正做好干湿垃圾分类。

近日， 长兴镇市容所在与城管

联合检查时， 发现位于凤凰老街的

一家火锅店未按要求进行分类， 干

湿垃圾混投现象突出。 执法人员当

即开具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 要

求商家立即整改， 并现场指导商家

如何将混投垃圾正确投放。

可是在 10 天之后， 长兴镇市

容所与城管中队执法队员开始新一

轮的检查和复查时， 却发现这家店

仍然没有进行整改， 依然存在垃圾

混投的现象。 执法过程中， 店内负

责人甚至还在现场对检查人员存在

诸多阻碍的行为。

鉴于这家火锅店整改不到位的

事实，检查人员依据《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 对其开具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罚款1万元。 相关负责人

表示， 长兴镇此次开出的首张万元

罚单，是希望通过整改、教育、引导，

让责任人能按照分类要求做到位，

并将垃圾分类变成一种自觉行为。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潘东晔

本报讯 恭喜你， 中大奖啦！

只要付了税款， 这百万奖金就是你

的。 面对骗子炮制的“超级大奖”

诱惑， 不少人都心动不已。 近期，

浦东公安分局惠南派出所通过警银

合作机制， 及时劝阻这样一起电信

诈骗案件， 挽回群众损失 20万元。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浦东公

安分局惠南派出所在警银合作微信

群内， 收到辖区建设银行工作人员

发来的求助， 称有一名客户疑似遭

遇中奖汇款的电信诈骗。 惠南派出

所立即指导银行工作人员先稳住当

事人， 争取宝贵时间， 同时立即调

配警力赶赴现场， 最后在银行大厅

内碰到了仍旧执意汇款的当事人杨

女士。

经了解， 杨女士近日在家中收

到一封冒充“北京养生堂” 的信

件， 里面还夹着一张刮奖的活动

卡， 刮开之后竟然发现中了二等

奖， 奖金有 100万。 感觉被幸运女

神眷顾的杨女士， 立即拨打了信件

上的联系电话。 对方提醒杨女士，

按照规定必须要先汇 20%的税款到

指定账户， 这样工作人员才能走流

程开始发奖。 于是， 激动不已的杨

女士带着银行卡来到惠南镇建设银

行的柜台， 准备根据对方要求将

20 万元税款打到指定账户。 所幸

被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异常， 并立即

联系了派出所寻求帮助。

民警立即判断出， 这是一起典

型的诈骗案， 劝阻杨女士不要汇

款， 并逐一讲解常见的诈骗手段。

一番其苦口婆心之后， 深陷其中的

杨女士恍然大悟， 同时更是庆幸不

已， 幸亏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认

真负责， 让其避免了巨额损失。 他

们才是真正的“幸运女神”。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汪百顺

本报讯 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

学习、 交往、 休闲的主要方式， 然

而其虚拟、 猎奇的属性也带来很多

负面的影响。 近日， 一男子邓某某

冒充女性利用“QQ 飞车” 游戏的

情侣系统专门找别人组“CP”， 获

取被害人信任后， 先后以“结婚”

需购买宠物、 订婚卡等为由实施诈

骗。 日前，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诈骗罪对邓某某批准逮捕。

17 岁的小金涉世未深， 平时

沉迷于网络游戏。 2019 年 8 月 13

日， 当他在玩“QQ 飞车” 游戏的

时候， 突然有位陌生人添加好友的

请求， 随手一点， 小金很自然的同

意了。

“小哥哥， 我们‘结婚’ 吧！”

看到对方发来的消息， 虽然有些惊

讶， 但想到“结婚” 在“QQ 飞

车” 游戏中不同的体验， 好奇的小

金答应了对方的提议。

“可是我们的好友亲密度不

够， 需要在游戏中买些礼物。” 于

是小金便添加了这位“未婚妻” 的

微信。 看到对方充满女性化的微信

昵称和头像， 小金心里的防备也有

些松弛， 两人开始联络感情。

第二天对方就表示， 可以通过

激活游戏里面的宠物来增加亲密

度， 价值 60 元， 建议每人 30 元。

之后， 小金直接转账过去了。

“我们两个先激活‘订婚卡’，

需要 200元， 咱俩平摊， 你先帮我

垫付吧。” 眼瞅着自己要“飞车结

婚” 了， 想着尽快解锁新游戏的小

金没什么顾虑就把钱再次微信转

账。

虚拟网络的“谈婚论嫁” 过程

让小金乐在其中， 小金内心将对方

当成了真实的恋爱对象。 之后对方

几次以“绝版套装”、 “激活钻石”

等为由让小金购买。

几天后， 小金发现自己和对方

依然不是“情侣”， 内心开始有些

疑虑。 “未婚妻” 却表示， 自己是

未成年人操作比较麻烦， 随后又多

次让小金转给其各种激活费。

然而， 钱转出去不少， 可并未

有相应的游戏变化。 心急之下， 小

金多次催促对方还钱， 换来的却是

灰色头像的沉寂。 意识到自己被骗

后， 小金遂到派出所报警。

9 月 6 日， 小金素未蒙面的

“未婚妻” 落网。 令人咂舌的是，

对方竟然是一名成年男子。

据犯罪嫌疑人邓某某交代， 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一种通过冒

充女性以结婚为由骗取好友转账充

值的“来钱手段”。 于是便注册新

的微信号， 主要向“QQ 飞车” 游

戏中的网友下手。

经金山检察院审查认定， 犯罪

嫌疑人邓某某以在 QQ 飞车游戏

中“结婚” 的方式诈骗他人钱款

4000 余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

触犯刑法相关规定， 涉嫌诈骗罪，

依法对其批准逮捕。

上海善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

受理乔三花工伤认定一案 ， 现

本局依法向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青 人 社 受 字 （ 2019） 2369 号

《受理通知书 》 、 青人社认补

（2019） 2369 号 《提供证据通知

书》。 请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与本局联系并 提供

事故经过等相关证据材料 （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 经过 60 天视

作送达）， 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

供材料 ， 本局将根据所掌握的

证据材料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联系电话： 33863793。

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公 告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通讯员 张宇华

本报讯 工程公司员工李某以

“抢修工程” 打掩护， 行偷盗电缆

之事。 被民警抓获后， 他还拨打

“12345” 热线试图投诉警方。 近

日， 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

罪， 被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

逮捕。

2019 年 9 月 30 日凌晨 2 时，

奉贤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

了一名神色可疑的李姓男子。 民警

见其那么晚还在施工， 所说的施工

电缆型号与车边放置的型号也不

符， 决定将他带至派出所协助调

查。 但李某拒不配合， 甚至到派出

所后还拨打了 12345 热线电话投诉

涉案民警。

在深入调查之后， 民警发现，

案发现场刚剪下来的电缆线根本不

是李某用于抢修的线， 而是附近电

信公司的架空电话线。 见此李某承

认其深夜打着工程抢修的幌子实施

盗窃的犯罪事实。 在案发前一天下

午， 李某和单位同事一起在案发地

进行光缆抢修时发现路边有很多电

缆线架设在电线杆上。 因为这些电

缆里面的铜能卖不少钱， 李某动起

了坏心思。 第二天凌晨， 李某一个

人驾驶着工程抢修车来到白天施工

的地方， 偷盗了白天看到的电缆

线。 经相关部门鉴定， 李某所盗窃

的电缆价值 4800余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公安部、

工信部、 网信办等部门形成治理合

力， 持续开展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净网 2019”

专项行动， 有力筑牢公民个人信息

安全防护墙。 记者昨天从上海警方

获悉， 截至目前， 在专项整治行动

中， 上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共依法

查处 43 家违法违规 APP 运营企

业。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 APP 已经应用在了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 移动互联网终端应用

成为互联网用户上网的首要入口和

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主要形式， APP

的用户安全不仅关乎个人权利的保

护， 更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

分。

对此， 上海公安网安部门持续

加强对 APP 运营企业的信息安全

管理工作， 接连整治了一批 APP

违法采集个人信息乱象， 保障了人

民群众网络合法利益。

其间， 上海网安部门在检查中

发现， “快递来也”、 “爱族群”、

“儿童睡前故事精选”、 “掌上小

陌”、 “口袋记账” 等 7 款 APP 运

营企业， 在落实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的网络安全技术措施上存在安全隐

患， 并存在未向公安机关备案， 未

建立网络安全保护管理制度， 未落

实网络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等违法违

规行为。 根据 《计算机信息国际联

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公安部令

第 33 号） 等相关规定， 上海公安

网安部门依法对“快递来也” APP

运营企业“上海修鲲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等 5家运营企业处以警告并

限期改正的行政处罚。 对购物导流

平台“惠花花” 和“小鸟浏览器”

等 2 款 APP 运营企业， 分别处以

停机整顿 3个月和停机整顿 1 个月

行政处罚。

与此同时， 上海网安部门还发

现，“秀卡园”、“音悦艺道”APP 运

营企业涉嫌超范围采集公民个人信

息。经进一步调查，上述两家企业未

建立网络安全保护管理制度， 未落

实网络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并存在

超范围采集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违

规行为。 据此依法对这这 2 家企业

处以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

上海警方提示： APP 运营企

业等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出现以下

5 大类违法采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情

形： 不得存在 “未公开收集使用规

则” 的情形； 不得存在 “未明示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

围” 的情形； 不得存在 “未经用户

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的情形；

不得存在 “违反必要原则， 收集与

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的

情形； 以及不得存在 “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 的情形。

上海警方集中整治“APP违法采集个人信息”

今年共查处43家违法违规APP运营企业

“QQ飞车”游戏美女要跟自己“结婚”？
多名网友陷入诈骗“连环套”

偷电缆被抓

他竟打12345投诉民警

来自“北京”的百万大奖

浦东警方成功劝阻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垃圾不分类还屡教不改

崇明一家火锅店吃上万元罚单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生活污水“净化宝”、

能吃的食品级唇膏、 可降解的骨修

复材料……高校创新创业小牛人

“论剑” 交大， 还有名校校长、 政

府人士、 知名创业投资人等现场指

点， 11 日， “新尚杯” 政产学研

高峰论坛暨高校大学生创业邀请赛

决赛举行， 记者获悉， 其中具有良

好市场前景和投资价值的参赛项目

有望进行投资孵化。

本次大赛由上海交通大学主

办， 新尚集团与上海市奉贤区金汇

镇人民政府协办， 上海交通大学学

生创新中心、 校团委、 创业学院、

教务处与基金会协办。 邀请全国共

30所高校参加。

本次大赛， 从超过 100 个参赛

项目中选拔出来自全国 27 所高校

的 29 个项目进入决赛。 大赛决赛

的项目中， 不乏涉及人工智能、 大

数据、 医疗健康、 环境农业、 智能

驾驶等方面的交叉项目。

高校创新创业牛人

“论剑”交大

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崇明检察院就猥亵女童案开展检察建议公开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