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周雨余

本报讯 距离 《上海市非机动

车安全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已经过

了近 10 天， 条例明确规定驾驶和

乘坐电动自行车时， 均应佩戴安全

头盔等行为。 松江交警坚持教育与

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对首次没有佩

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

交警会拦下， 向骑行人科普目前存

在的违法行为， 并发放非机动车新

规的宣传手册， 向市民们进行普法

教育。

据了解，为配合新《条例》实施，

松江交警部门在多个路口设立了执

勤宣传岗位，对不佩戴安全头盔、骑

车用手机打电话等新增违法行为，

加强宣传告知提醒， 督促驾驶人改

正。“我们目前不在于罚款，而是为

了他们的安全， 通过现场进行一对

一的警示宣传教育， 去引导市民群

众自觉尊法、学法、用法、守法。 ”松

江分局交警包嘉焱说。

上海非机安全管理条例施行 松江交警在行动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半年前， 一男子因喝

酒惹事， 妨害公务被北京警方上网

追逃； 半年后， 这名男子因与网友

见面后大失所望， 借酒消愁后， 余

钱不足回家拦停警车“自投罗网”。

近日， 普陀公安分局民警在日常工

作中， 遇一醉酒男子求助， 岂料这

名男子竟是一名在逃人员。

4 月 19 日傍晚， 正在执行巡

逻勤务的普陀公安分局甘泉路派出

所民警被一满身酒气的男子突然拦

下。 民警下车询问情况， 但这名男

子喝得酩酊大醉， 语无伦次， 除了

反复要求民警帮助其回家外， 什么

也说不清。 出于安全考虑， 民警决

定先带醉酒男子回派出所醒酒， 待

其恢复意识后再详细询问情况。 万

万没想到的是， 到所之后， 民警通

过核查发现， 这名男子竟然是北京

警方上网追逃的一名在逃人员。

醒酒之后的陶某， 如实向民警

供述了自己在北京因醉酒妨害公务

的犯罪事实。 据陶某交代， 其日常

嗜酒， 因酒犯事后， 为躲避处罚，

独自逃至上海。 在上海战战兢兢地

躲了一段时间后， 陶某感觉“风

头” 已过， 于是便与“网友” 线下

见面。 不料， 见面之后的“网友”

不尽如人意， 令陶某大失所望， 心

情抑郁之下， 把自己喝得酩酊大

醉， 在路边就呼呼大睡起来。 醒来

之后， 因口袋余钱不足以回家， 于

是拦停警车寻求帮助， 却没想到

“自投罗网”。

目前， 犯罪嫌疑人陶某已由普

陀警方移交北京警方处理。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一位自称神通广大的

中间人可以买通司法机关， 让犯罪

嫌疑人免受刑事处罚， 家属斥资50

余万元才发现被骗。近日，闵行警方

将涉嫌诈骗犯罪的康某抓获归案。

4 月 19 日， 市民戚先生来到

闵行公安分局华坪路派出所报案

称， 自己给所谓“中间人” 康某一

笔费用 ,以保儿子免受刑事处罚，

最终发现被骗。 民警随即展开调

查， 通过排摸工作， 于 4 月 19 日

将涉嫌诈骗犯罪的康某抓获归案。

经查， 2019 年 9 月 15 日， 戚

先生的儿子因涉嫌诈骗罪被奉贤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戚先生通过朋友

介绍认识了康某。 自称关系网络很

广的康某声称有能力将其儿子

“捞” 出来， 但戚先生首先要支付

20 万元作为“疏通费”， 救子心切

的戚先生没多想便给了其 20 万元

现金。 尝到甜头的康某随后又几次

借口疏通关系向戚先生要钱， 共计

索要 56 万元。 直到今年 2 月， 戚

先生的儿子被奉贤法院判了 10 年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7 万元， 他

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目前， 康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由黄浦区消防救援支

队主办的黄浦区消防安全宣传季暨

主题消防站揭幕仪式日前在淮海公

园正式举行。 黄浦区打造了上海首

座消防主题快闪站， 让市民在为期

3 个月的时间里， 近距离了解、 感

受黄浦消防的历史、 队伍文化， 学

习消防知识。

图为位于二层的中共一大会址

模型是由嵩山站指挥员们花了1 ?
?的休息时间拼搭而成 ， 共计

26000 块积木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人民广场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周边

城市更新工程初现雏形， 一座造型别致的玉兰花

廊亮相人民公园 1 号门外， 在夜幕下绚丽多彩，

如梦如幻。

玉兰花廊采用整体预制装配工艺， 集成了三

维曲面锻造等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 在人民

公园入口给市民提供了一处遮风挡雨的休憩场

所， 同时也为核心区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或

将成为人民广场区域新的“打卡点”。 据悉， 该

景观段近期将对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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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岚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人民检

察院对一起侵犯变形金刚玩具品牌

著作权案提起公诉。

2019年 4月， 虹口警方接到举

报， 称威将公司仿制孩之宝商贸

（中国） 有限公司生产的变形金刚

模型玩具， 涉嫌侵权。 该公司主要

由老板李某甲、 厂长张某某等人负

责管理， 仿制的变形金刚图纸主要

由另一家位于上海的设计公司老板

安某提供， 由设计师曲某某对部分

产品负责上色后， 厂长张某某负责

生产、 公司司机李某乙负责运输，

通过网络电商平台大肆销售获利。

据安某交代， 他利用自己在变

形金刚玩具圈内的影响力， 通过各

种渠道获得孩之宝公司的各种变形

金刚玩具产品， 其中不乏一些限量

或绝版的款式。 然后安某通过逐一

拆解玩具零件进行逆向研发， 并绘

制每个零件的 3D 图纸， 随后贩售

给威将公司。 李某甲在得到图纸

后， 根据图纸将每个零件按相同比

例放大后开模注塑， 上线拼装， 最

终完成一款与正版孩之宝变形金刚

玩具外观构形基本相似的产品。

虹口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被告

人李某甲、 安某等 5 人自 2019 年

起， 在未经知识产权权利单位孩之

宝公司授权情况下， 对该公司“大

黄蜂” “擎天柱” 等 30 款变形金

刚系列玩具进行仿冒设计、 外观微

调、 生产等， 并冠以“威将” “陆

霸” 等品牌对外销售， 涉案金额达

257万余元， 情节特别严重，已触犯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5月 7日，

虹口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李某

甲、安某等 5人提起公诉。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600 万立方米水资

源， 相当于一座小型水库， 也是去

年上海的节水成果。 5 月 9 日至 15

日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定的

第 30 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 昨天上午， 由市水务局、 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同主办的 2021

年上海“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 开幕。 记者从启动仪式获悉，

2020年， 本市节水总量达到了 600

万立方米， 万元 GDP用水量 19立

方米 / 万元， 比上年下降 5%； 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34 立方米 /

万元， 比上年下降 2.9%； 累计完

成各类节水措施 938项， 最高日节

水量达 2.14万立方米。

近来年， 上海市在不断巩固节

水型城市建设成果同时， 加快开展

节水型社会建设。 自 2006 年起，

市水务局积极会同相关区政府开展

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 稳步推进了

浦东新区、 青浦区、 金山区 3 个国

家级和闵行区、 嘉定区、 奉贤区、

松江区、 宝山区、 崇明区 6 个市级

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全市报警类警情同比

下降 9.4%，刑事案件破案数同比上

升 37.7%， 道路交通事故亡人数环

比下降 50.6%。 日前，上海警方召开

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除隐患铸平

安”专项行动取得的成果。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全市公安

机关强化打防管控各项措施， 打击

整治有力， 控降发案明显， 社会治

安持续向好， 全市报警类警情同比

下降 9.4%， 刑事案件破案数同比

上升 37.7%。 其中， 命案抢案在低

发的同时继续保持即发即破。

依托精准拦阻和集群打击， 针

对非接触类违法犯罪的打防效能持

续提升，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既

遂数环比下降 11.1%， 破案率显著

提升。 4 月中下旬， 市反诈中心通

过研判发现线索后， 连续成功预警

劝阻 5 起公司财务人员被骗案件，

直接避免经济损失 1061万元。

依托居民小区、 商务楼宇智能

安防设施， 入室盗窃案件发案大幅

下降， 入室和入民宅盗窃案件破案

率分别达到 97.1%和 98.6%， 有力

维护了市民群众财产安全。

依托“动态隐患清零”， 全市

公安机关滚动排查、 及时消除各类

风险隐患， 通过梳理分析 110 警

情、 12345 热线、 群众来信来访等

情况， 将各类隐患发现在早、 处置

在小， 严密防范“灰犀牛” “黑天

鹅” 事件。

交警部门持续聚焦各类易致

祸、 易致乱、 易致堵交通违法行

为， 加大交通违法整治力度， 全市

交通类“110” 警情数环比下降

19.4%， 道路交通事故亡人数环比

下降 50.6%。 今年以来， 常态化组

织查“酒驾” 行动， 查处酒驾醉驾

5500余起。

上海警方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

罪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 不正当竞

争等侵权犯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市场主体，累计保护180余个国

内外知名品牌的合法权益。

主动服务长江大保护战略，构

建智能化水域治安防控体系， 严厉

打击、严密防范非法捕捞、非法采砂

等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

为， 有效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 目

标， 持续做强公安“一网通办” 和

“综合窗口”。 统一照片库便民措施

推出后， 已应用 6600 余次， 极大

方便了市民群众办证业务。 全程网

办的高频事项中， 为市民开具“户

籍证明” 11.1万余件， 开具“有无

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27.5 万余件，

办理跨省户口迁移 2.1万余次。

“大黄蜂”“擎天柱”被仿冒？
检察机关公诉一起侵犯变形金刚玩具品牌著作权案

警情下降 破案数上升

“科技+人力”助推更高水平平安上海

上海一年节水一座小型水库
2021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昨启动

黄浦打造沪上首家主题消防站

玉兰花廊亮相人民公园

自称花钱可保免遭处罚
闵行警方侦破一起56万元诈骗案

网友见面大失所望 醉酒之后“自投罗网”
普陀警方抓获一名在逃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