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边民互市”贸

易原是兴边富民的一项政策，

却被走私分子扭曲利用， 让边

民沦为走私犯罪“打工人”。 日

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对这样一起案件提起公诉。

今年 3月， 三分院受理了

一起走私普通货物案。 经查，

2014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

间， 被告单位鑫某公司在从越

南进口冷冻草虾的过程中， 为

降低经营成本， 牟取非法利

益， 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被告人王某某经与越南供

货商合谋， 决定将本该以一般

贸易方式申报进口的越南冷冻

草虾， 交由莫某某 （另案处

理 ） 为首的通关团伙， 采用

“边民互市” 贸易的方式走私

入境。

“边民互市” 贸易， 指边

境地区边民在边境线 20 公里

以内、 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

者指定的集市上， 在不超过规

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

商品交换活动。 根据 《边民互

市贸易管理办法》 规定： 边民

通过互市贸易方式进口的生活

用品， 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

8000 元以下的， 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莫某某为首的通关团伙利

用这一政策， 将涉案货物化整

为零， 雇佣边民采取“蚂蚁搬

家” 的方式走私入境， 并安排

运输， 将涉案草虾发往上海、

青岛等沿海城市。

经海关计核， 被告单位采

用上述方式申报进口货物共计

169 票， 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

民币 3580余万元。

今年 4月， 三分院以被告

单位鑫某公司、 被告人王某某

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向上海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现该案正在审理中。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毕迎春

本报讯 日前， 奉贤公安分局临海派

出所接到家住闵行区的市民李女士跨区报

警求助称， 其儿子小王有轻生念头， 极有

可能会有过激行为， 请求民警帮助。

原来， 现年 24 岁的小王在奉贤区临

海地区的一家化工企业上班并就近租房居

住。 几分钟前李女士与儿子通了电话， 小

王在电话中表露出工作不顺、 异常焦虑的

情绪， 并扬言自杀， 随后挂断电话后便无

法再联系上。

接到求助后， 临海派出所民警立即开

展寻找。 一方面去往小王的单位、 宿舍等

地寻找， 另一方面通过公共视频进行搜

寻。 民警最终在近金山区地段的建沙路一

条小道上找到了停靠路边的小王的黑色电

瓶车， 却只见车不见人。 民警沿着河边仔

细搜寻， 向在河边夜钓的人询问， 终于在

银工路一处暗黑的灌木丛旁找到了蹲坐在

地上的小王。 见此情况， 民警上前轻声询

问， 确定其身份无误， 并对其进行思想开

导。 经过民警耐心疏导， 小王情绪逐渐平

复， 表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近日， 一段民警为祖

孙俩“加菜” 的短视频在网上走

红， 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在社会上

引起了热烈反响， 被广大市民朋友

纷纷点赞。 日前， 金山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带着

米、 面、 油等生活慰问品和爱心钱

款、 物资来到女孩小黄的家中。

事情要追溯到 4 月 18 日下午，

金山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沈海检查站

民警朱涛和辅警在大慈路寺平北路

进行交通整治， 其间， 朱涛在附近

一家盒饭店借用洗手间时， 看见一

位老奶奶带着一个小女孩在吃饭，

但是两人就点了一份青菜和一份米

饭。 于是， 朱涛叫来服务员自掏腰

包给这对祖孙加了两个菜。

事后， 朱涛也一直惦记着这对

祖孙， 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去打听

情况。 经了解， 女孩小黄一家五口

人住在亭林镇一农宅内， 爸爸妈妈

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监护能力有

限， 而爷爷身患重疾， 家庭的重担

全压在年迈的奶奶一人身上， 全家

基本依靠政府每月一千多元的补助

金生活。

此事也引发金山公安分局广大

民警关注， 纷纷捐款捐物。 而朱涛

的爱心和温暖更在社会各界被广泛

传递和延续， 远在甘肃的周先生看

到媒体的新闻报道后， 借助外卖平

台给金山公安送来一些爱心物资，

希望能帮忙转交给小女孩， 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月 19 日下午， 分局政治处

会同交警支队带着米、 面、 油等生

活慰问品和爱心钱款、 物资来到女

孩小黄的家中。 屋子里的墙面上张

贴着的几张荣誉奖状， 为简陋的房

子增添了一抹亮色。 当问及小女孩

的学习情况时， 奶奶笑着告诉民

警， 女孩小黄的父母身患残疾， 爷

爷又被检查出患有肺癌， 尽管环境

艰苦， 小黄在学习上还是很用功努

力， 墙上就是她从学校拿回来的奖

状。

前去慰问的民警表示， 之后分

局交警支队将进行持续的结对帮扶

工作， 会经常向村委会了解小黄的

生活情况和读书学习情况， 定期回

访， 帮助解决家庭实际困难， 资助

小黄进入大学， 顺利完成学业， 希

望他们坚定生活信心， 勇敢面对暂

时的困难。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昨天， 花博会迎来一

个雨天， 入园的游客相对少一些，

看着飘落的雨水和湿漉漉的鲜花，

别有一番韵味。 组委会为广大游客

准备了雨披， 方便大家游园、 赏

花。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傍晚的安义路热闹非

凡， 安义夜巷 3.0版重磅回归。

5月 22日傍晚， 静安区在嘉里

中心安义路举办 2021“夜静安” 生

活节暨安义夜巷第三季启幕仪式，

为 2021“夜静安” 生活节正式拉开

序幕。

升级后的“安义夜巷”究竟有哪

些变化和创新？据嘉里中心介绍，安

义夜巷“第三季”之所以被称为“升

级版”，是因为在活动理念、活动内

容、艺术文化、互动体验和社群交流

方面进行了全新升级。

此次升级回归的安义夜巷， 首

次推出“早安” 板块， 于每周六日

上午 8 点至 12 点开设花市、 早餐

店、 农夫市集和晨练课程， 唤醒大

家开启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此

外， 安义夜巷今年将持续 20 个周

末， 其间会有 5 个不同的主题活

动， 分别是 5 月至 6 月的早安市集

/春日野餐、 7月的夏日派对、 9 月

至 10 月的城市露营季， 以及 11 月

至 12 月的岁末狂欢， 让市民能

“常逛常新”。

“每条梗讲一千遍， 为了反诈

我也不厌倦。” “话不多说， 我先

给大家讲个新的诈骗案例……” 记

者在现场注意到， 在安义夜巷尽

头， 有一个特殊的“摊位”， 现场

人群涌动， 时不时传出爆笑声。 原

来， 由静安警方反诈民警组成的

“反诈天团” 脱口秀又回来了 ！

“法制夜市———全民反诈， 一战到

底” 正式启幕。

“牢牢守住‘三匹马’， 诶，

这位阿姨说对了， 这‘马’ 要是没

骑好， 当心跌跟头……” 静安公安

分局静安寺派出所民警张杰正与台

下观看的市民热情互动。 活动现

场， 6 名来自静安公安的民警“段

子手” 尽数亮相， “吐槽诈骗犯”

“市民来爆梗” “大家一起秀” 等

一个个精彩的脱口秀节目， 引得现

场一众市民捧腹大笑， 掌声连连。

市民李小姐表示： “一开始警

官说三匹马， 我们都还没反应过

来， 没想到‘梗’ 一爆出来， 大家

都明白了， 这样反诈宣传比上门走

访的形式好多了， 确实更深入人

心。”

“我们警方一直在尝试不同的

宣传形式， 通过夸张、 幽默、 改编

的方式， 将那些劝阻电诈的案例和

常见套路， 编成一个个段子进行演

绎。 我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警界段

子手加入到反诈脱口秀的行列， 相

信通过与众不同的形式， 可以给市

民群众带来欢声笑语的同时， 提升

反诈宣传效果。” 反诈天团民警成

员吴永杰告诉记者。

静安公安分局政治处宣传科科

长石芳凝介绍， 去年 9 月， “法制

夜市” 以“夜间经济” +“网红民

警” +“法制宣传” 的形式， 在安

义夜巷尝试“摆摊” 并大获成功。

随着此次安义夜市规模升级， 警方

的反诈宣传也再次提档升级。 “我

们从全局 3000 多名民警中， 海选

出 6 名反诈民警组建成‘反诈天

团’， 并以时下最受欢迎的脱口秀

的形式向市民宣传电信网络诈骗手

法和防范技巧。” 石芳凝说。

据悉， 目前， “反诈天团” 已

下沉至社区新冠疫苗接种点， 让市

民在接种新冠疫苗的同时， 也接种

一剂反诈防骗“预防针”。

记者了解到， “夜静安” 生活

节期间， 除了安义夜巷， 静安将轮

番推出 20余项特色夜间活动。

□见习记者 张旭凡

不久前的一个寻常工作日， 正

在上班的汤女士收到了“领导” 发

来的好友申请， 没有想到， 这是她

被骗 50 万元噩梦的开端， 更让她

出乎意料的是， 短短一周后， 徐汇

公安分局的民警就将被骗资金交还

到了她的手中……日前， 在徐汇公

安分局 2021 年度第一次被盗被骗

财物发还仪式上， 还有数名受害者

也感受到了完璧归赵的喜悦， 而这

些“小案小事” 的背后， 是徐汇公

安分局民警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 的决心。

3 月 16 日， 正在上班的汤女

士收到了一条微信好友申请， 点开

头像一看是自己的单位领导， 没多

想的汤女士通过了好友验证。

“小汤， 这个账号是我的生活

号， 方便我们日常联系。” 领导在

聊天中向汤女士解释着添加好友的

原因。 第二天， 领导在微信中称自

己需要为其他领导办事， 急需 50

万元的资金周转， 但是不方便以自

己名义直接转账， 所以先转了 50

万元给汤女士， 想让她再为代转，

并发来了电子转账凭证和银行扣款

截图。

虽然汤女士还没有收到所谓

“先转来的 50 万元”， 但是领导却

说这是银行系统存在延迟。 面对对

方信誓旦旦的承诺， 又迫于领导着

急的语气， 汤女士分两次转账了

50万元。

又过了一天， 迟迟没有收到转

账的汤女士打电话向领导求证后才

发现， 此前与自己聊天的是个“假

领导”。 察觉到自己被骗， 汤女士

选择了报案。

办案民警对涉案资金流向抽丝

剥茧、 层层追踪， 最终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许某。 3 月 25 日， 民警将

嫌疑人抓获归案， 并从其名下 3 张

银行卡内成功查冻被骗资金 45 万

元， 案件也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除了全力侦破一起起关乎百姓

福祉的民生小案外， 徐汇公安分局

还致力于让居民办理业务更加便

捷。

徐汇公安分局将全区所有 13

家派出所的“综合窗口” 迁驻街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不仅方便

了居民， 也助力构建了徐汇基层事

务受理服务“一门通办” 新格局，

徐汇区成为中心城区首个公安“综

合窗口” 全部迁驻街镇事务中心的

单位。

徐汇公安分局在服务中心的一

角还设立了“24 小时自助服务大

厅”， 居民们只需电话预约， 就可

以 24 小时随时办理部分较为简单

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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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义夜巷3.0重磅回归 法制夜市回来了！
民警反诈天团现场脱口秀

民警向市民宣传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和防范技巧 记者 王湧 摄

被“领导”诈骗50万元一周就被追回

如何看待“小事小案”，他们交出这样的答卷

民警自掏腰包“加菜”后续

金山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儿子扬言轻生急煞母亲

民警2小时追踪安全寻回

利用“边民互市”走私越南草虾
偷逃税额3580万元

雨中游花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