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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针对社区中时有发生的高

空抛物乱象， 上海松江警方联手物业部

门， 在小区楼栋前安装“天眼”， 并逐

一精准调校， 有力遏制了高空乱抛物行

为。

2 月 13 日午后， 市民赵先生驾车

回家， 驶经小区 11 号楼时， 车辆被从

天而降的玻璃瓶砸中， 汽车天窗被砸至

粉碎， 自己也险些受伤。 惊恐之余， 赵

先生报警求助。 警方根据此前安装在

11 号楼前的摄像头， 很快就锁定了住

在 11 楼的黄某。 据了解， 年过六旬的

黄某因贪图省事， 时常向窗外抛扔生活

垃圾。 尽管社区干部多次上门宣传教

育， 黄某仍然我行我素， 直至酿成大

祸。 在证据面前， 黄某对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 黄某已被松江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梦凯

本报讯 近期在上海杨

浦， 一名男子用自家车钥匙打

开了他人的同款电瓶车车锁。

但这起本属偶然的事件， 却因

该男子随后给车换锁的情节变

了性质。 目前， 犯罪嫌疑人石

某已被杨浦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被盗电瓶车已归还报警

人，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近日， 市民高先生来到杨

浦公安分局大桥派出所报警

称， 自己前一天晚上停放在平

凉路某网吧门口的电瓶车不见

了。 经调阅监控录像， 民警发

现， 报警人的电瓶车被一男子

骑走， 但画面中男子是使用钥

匙开锁后发动的车辆， 就好像

驾驶自己的电瓶车一样。

民警走访后很快在本市徐

汇区某商务楼内找到了男子石

某。 经询问， 民警得知这原来

是一起错开电瓶车的“乌龙”：

当天石某驾驶表弟的电瓶车来

到平凉路某网吧上网， 到了晚

上， 其准备离开， 由于报警人

车辆与表弟车辆外形极为相

似， 石某误用钥匙打开了报警

人的电瓶车并离开。

正当大家都以为是一场误

会时， 民警却在核查报警人车

辆过程中发现了异常———车锁

竟然已被调换。 被问及缘由，

石某承认是自己换了锁， 而这

样的一个行为也使得自己触碰

到了法律的底线。 到案后， 石

某对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

的行为供认不讳。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一男子沉迷网络游戏，

利用职务之便挪用190余万元公款充

值游戏，“玩”掉人生还将自己送进班

房。 近日，上海金山某饲料公司男出

纳姚某， 因无力偿还挪用公司的资

金，到金山公安分局投案自首。

今年 1月 19日， 姚某因所在饲

料公司对账户进行核查， 其无力偿

还挪用公司资金， 主动到上海市公

安局金山分局枫泾派出所投案自首。

获悉后， 金山警方高度重视， 由分

局经侦支队会同枫泾派出所开展立

案侦查。

据姚某交代， 在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 其利用公司出

纳职位之便， 多次将公司保险柜里

的现金， 分批次存入到其私人银行

账户。 后觉得速度太慢， 便将公司

对公账户里的资金大额地转入到其

私人银行账户， 涉及金额 190 余万

元， 其中大多资金通过一游戏中介

充值到一款网络游戏之中， 用于购

买游戏装备和账号。

目前， 犯罪嫌疑人姚某因挪用

资金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讯员 王擅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官赴本区练塘镇东田村开展

结对帮扶工作。

图为检察官为东田村困难群众送去

检察院干部捐献的结对帮扶金， 并送上

节日问候

□通讯员 焦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连日来， 为了进一步推动

群众对常见反诈骗常识的掌握， 上海市

公安局嘉定分局将撰写制作的 《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大闯关》 二维码有奖答题、

调查问卷等反诈知识， 以海报、 台卡、

卡通小视频和建微信群等方式， 组织民

警帮助辖区企事业、 宾旅馆、 学校、 居

委和物业等负责人， 通过不同方式传递

给不同群体的每一个人， 从而切实提高

百姓防范诈骗的意识和能力。

图为嘉定分局民警在宾旅馆为工作

人员介绍如何让旅客正确进行防诈骗扫
码答题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为应对今天全市中小

幼学校新学期开学， 昨天记者从奉

贤区获悉， 奉贤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联合区教育局安全应急办， 对辖区

内 10辆校车开展了专项安全大检查

行动，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为学生

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昨天上午 9时， 全区 10 辆校车

已被集中一处， 交警正在进行检查。

检查发现其中有一辆校车轮胎磨损

严重， 交警督促驾驶员当天必须换

好。 检查还发现急救箱里面部分药

品存在过期的问题， 交警也跟驾驶

员说明， 让他们立即去跟学校说明

进行采购。

据了解， 许多校车经过一个寒

假的停运， 车况以及车内各类防护

设施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可能存

有安全隐患。 交警依次对车内灭火

器、 安全锤、 安全带、 急救箱等安

全设施进行仔细核对， 对校车驾驶

员的驾驶证是否按期换证、 是否审

验进行检查。 此外， 交警还对校车

驾驶员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提醒

他们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 及时

消除校车交通安全隐患。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林晓光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各大中小

学校相继迎来春季开学， 孩子们在

上学、 放学途中可能会经过铁路开

放性道口。 记者从铁路警方获悉，

近期发生了多起发生在铁路道口的

险情， 为此铁路警方呼吁， 为了保

护市民的人身安全， 维护铁路正常

运输， 加强学生的铁路安全意识刻

不容缓。

2 月 19 日， 上海铁路公安处南

翔站派出所线路队长蒲晓峰接铁路

卡口辅警对讲机呼叫， 称开放性铁

轨处发现有老人带着小孩在线路上

行走。 民警马上到达现场， 此时老

人和孩子已被保安带离铁道。

据老人自述， 她是住在附近的

居民， 孩子是她的外孙。 今年过年

一家人选择就地过年， 孩子放寒假

后就跟着她住在附近。 以前从没见

过火车的小孩见到每天来来去去的

火车兴奋不已， 吵闹着要去看火车

玩。 老人平时听过宣传， 知道有危

险， 一整个寒假都没有答应。 今天

小外孙又一次央求老人带他去看火

车， 老人想着马上要开学了， 心软

便答应了。 没想到刚上线路就被拦

了下来。

由于火车轨道穿越村庄， 会有

方便市民通行的开放性道口。 据南

翔站铁路派出所透露， 在近几年的

工作中， 时而有群众在铁道上停留

玩耍的事情发生， 虽然都被及时制

止了， 但是此类事件有相当大的安

全隐患。

铁路公安已在各开放性铁路道

口安排民警和保安驻守巡逻， 同时

在此提醒： 市民禁止在铁道线上行

走、 玩耍、 摄影摄像， 禁止在铁路

周边放风筝、 气球、 燃放孔明灯，

通过开放性铁路道口时应停下来仔

细左右观察， 确认无误无来车后快

速通过， 切勿在铁道上停留。

上海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将在淘宝网 （https://www.

taobao.com) 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
即日在淘宝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
买须知等并向本院咨询了解详情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
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
人须事先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经法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名
参加。

1、 拍卖标的： 紫砂壶、 字画、 手机、 电脑、 酒等共100个作品。

拍卖时间： 2021年3月10日10时到2021年3月13日10时

2、 拍卖标的： 紫砂壶、 字画、 手机、 电脑、 酒等共100个作品。

拍卖时间： 2021年3月15日10时到2021年3月18日10时

3、 拍卖标的： 紫砂壶、 字画、 手机、 电脑、 酒等共100个作品。

拍卖时间： 2021年3月22日10时到2021年3月25日10时

4、 拍卖标的： 紫砂壶、 字画、 手机、 电脑、 酒等共100个作品。

拍卖时间： 2021年3月29日10时到2021年4月1日10时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公安

局交警总队披露了一起驾考作弊

案。 通过在假发中安装摄像头等

装置的方式， 4 人收取 2.7 万元好

处费， 在“机动车驾驶人违法满

分考试” 中帮助他人作弊。 此案

经嘉定区人民法院判决， 4 人均

被判处拘役 6 个月， 罚金 6000

元。

2020年 5月 11日， 上海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四

分所博园路理论考场工作人员抓

获 1 名满分考试作弊人员， 经深

挖线索， 广泛搜集证据， 抓获 4

名违法犯罪人员， 最终一举捣毁

其背后隐藏的组织考试作弊的犯

罪团伙。

2020年 5月 11日下午， 车管

所四分所驾驶理论考试博园路考

场工作人员查获何某 （男 ， 51

?） 在使用器材舞弊， 当场收缴

舞弊器材， 取消其考试成绩， 并

处停考 1年。

经嘉定公安分局民警进一步

侦查发现 ， 犯罪嫌疑人谭某

（男 ， 31 ? ） 伙同杨某 （男 ， 48

? ）、 李某 （女 ， 47 ? ）、 倪某

（男 ， 33 ? ） 等人为谋取利益，

在上海市嘉定区博园路 969 号

“上海市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理论

博园路考点” 的“机动车驾驶人

违法满分考试” 中， 为何某考试

作弊提供帮助。 犯罪嫌疑人谭某

在收取组织考试作弊“好处费”

27000 元后， 经犯罪嫌疑人杨某

介绍， 由犯罪嫌疑人李某护送何

某至作弊器材安装点， 再由倪某

等人通过在假发中安装摄像头等

装置的方式， 帮助何某考试作

弊， 犯罪所得被谭某、 杨某等人

分赃。

日前， 4 人由嘉定区人民检

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嘉定法院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

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一款、 第二十

五条第一款、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

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以组织考试

作弊罪对 4 人予以判决， 并已生

效。

上海公安交警部门表示， 将

持续打击并遏制组织考试作弊的

违法行为， 对破坏考场秩序、 组

织考试作弊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惩

不贷， 进一步净化驾驶人考试考

场环境， 为广大驾驶人提供公平、

公正的考试氛围。

机动车考试作弊 假发中装摄像头
上海捣毁一驾考作弊团伙 4人收取2.7万元好处费

春季开学要牢记 铁路周边不可去
上海铁路公安处理多起铁路道口险情

奉贤交警开展校车安全检查

沉迷网游挪用公款买装备 男出纳被刑拘

织密反诈“防护网”

青浦检察院

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自家车钥匙打开别人车锁
随后竟给车辆换锁 男子因涉嫌盗窃被刑拘

天降玻璃瓶砸中汽车天窗

六旬老人因高空抛物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