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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变身“推车侠”，合力将故障车辆推至安全路段。

容桂派出所为民服务受好评

办实事做好事
胜过金杯银杯

珠江商报讯 记者谢意 通讯员邹勇志报道：
秉持“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的理念，容桂派
出所盯紧公安主责主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做好事，收获了群众的肯
定，交出了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调解市民纠纷 双方握手言和
11月1日15时许，市民程先生焦急地走进

大福基警务室，称自己的老母亲不久前去世了，
其间一直在为老母亲处理身后事而忘记办理相
关证明，现因缺少证明在入殡流程上出现麻烦，
遂前来警务室咨询求助。民警听了程先生的诉
求后，立刻指引程先生到业务办理区，在审核好
相关资料后，迅速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没想到
只需要几分钟就办好了。”拿到证明的程先生惊
叹道，离开前，不禁为容桂公安高效的服务点赞。

11月6日，一起矛盾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来到
容桂红星警务室接受调解。原来一周前，一方当
事人在核酸检测现场无意间撞倒了一名正在排
队的老人，老人受伤后送院治疗。目前老人出院
已无大碍，但双方因医疗费用等赔偿问题无法达
成一致。经民警耐心调解，双方成功和解并签署
调解书。临别时，双方对红星警务室耐心、真心
的服务表示满意，称赞警务室民警和警辅人员办
事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盘查可疑人员 破案追账挽损
11月11日下午，容桂海尾警务室收到了某

物业管理经理和一业主一起送来的“为民解忧显
神威 善始善终有担当”“为百姓不厌其烦 好警
官人民拥护”两面锦旗，感谢警务室民警尽职尽
责，快速破获案件，在两天内为其追回被盗电动
车。

无独有偶，11月16日下午，家住中山东凤的
杨女士也定制了一面印有“破案神速，工作细致”
的锦旗，送到容桂上佳市警务室。原来，在11月
13日晚，上佳市警务室警辅人员在巡逻时发现
两名男子正在货车上卸载电动车，形迹可疑，将
情况汇报给社区警长后，警长迅速到场盘查。其
间，警长发现货车上的三台电动车均有被盗撬的
痕迹，且两名男子无法说清电动车的来源，于是
将两名嫌疑男子带回案件办理队作进一步处
理。经追查发现，其中一台电动车就是杨女士被
盗的电动车。事后，民警通知杨女士到容桂进行
辨认和领回车辆，心怀感激的杨女士特意定制了
锦旗，向民警致谢。

破案追赃挽损，这一面面锦旗就是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肯定。

扶起跌倒老人 联系家人接回
11月19日15时30分许，容桂幸福警务室

接指挥室指令，在辖区某商场门口有一位老人不
慎跌倒。警辅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小心翼翼地将
老人扶起，并到周边的便利店找来凳子让老人休
息，惊魂未定的老人一直紧紧地抓着警辅人员的
手臂。警辅人员见状，不停地安抚宽慰着老人情
绪。过了一段时间，老人逐渐缓过神来。由于不
放心老人独自在此，警辅人员询问起老人家属的
联系方式，但未得到有用的信息，遂决定分头去
周边的店铺走访排查。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最
终联系到老人的家属。不久，家属赶到现场接回
老人，对警辅人员的热心帮助，连连致谢。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容桂公安将持之
以恒，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佛山市民电动自行车被盗后30
分钟内寻回

北斗定位
“立功”了

珠江商报讯 记者黄澄献报道：近日，手机
信息显示，佛山市民赵先生的电动自行车出现
异常挪动。他一路开车跟随轨迹提醒，来到藏
匿车辆的场所附近，赶到现场的警方很快将嫌
疑人抓获。此时，距离车辆被偷仅过去30分
钟。原来，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电动车也“立
功”了。

本月中旬，王女士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小
区楼下充电。没多久，她收到车辆异常移动的
手机信息提醒，王女士打开手机一看，发现显
示车辆正被骑行中。在确认过丈夫赵先生没有
用车之后，她意识到可能是自己忘了锁车，导
致车辆被窃，于是立即报警。

通过远程操作，赵先生对车辆进行了锁
闭。关锁以后，车子停下来了。过了一会儿，
车辆又开始移动，只是速度慢了许多。

“估计他是抬着车子前轮拖着走了。”赵先
生说，车辆对应的哈啰App清晰地显示了车辆
的移动轨迹，他马上赶到手机显示的位置，发
现车辆停在巷子里。原来是被送到修车行准备
变卖。赵先生马上拨打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
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失窃车辆之所以能够被快速找回来，一方
面是警方反应迅速，另一方面是该车辆搭载了
北斗定位系统。”赵先生说。

据了解，自2020年北斗三号系统实现组网
以来，北斗系统在主流企业旗下的共享两轮中
陆续得到应用，但家用电动车也标配北斗导航
系 统 的 品 牌 不 多 。 哈 啰 电 动 车 搭 载 了
VVSMART超连网车机系统，该系统将北斗、
GPS、基站三模精准定位系统融合，通过感应
系统实现智能远程防盗。

护送高烧抽搐儿童紧
急就医，路遇自燃车迅速
扑救……交警的工作不仅
是处理交通事故、查处交
通违法行为、疏导道路交
通，当路遇市民求助时，交
警也会挺身而出。

这些事情虽然看上去
很小，却足以温暖人心。

儿童高烧抽搐
交警紧急护送就医

11 月 20 日 22 时许，
顺德区公安局交警大队龙
江中队交警铁骑林家明、
谭兆基、梁家濠执勤途经
汇展中心路段时，忽然一
辆白色小汽车停到他们面
前。驾驶员求助称自己的
小孩因高烧抽搐急需护送
至医院救治。时间就是生
命，给孩子多争取一秒时
间，孩子就多一分安全、少
一分危险。

看到孩子抽搐不断，
三名铁骑立即开启警灯，
鸣响警笛，驾驶摩托车在
该车前方引导，还不时用
喊话器提醒路上车辆紧急
让行，为孩子让出生命通
道。

就这样，原本需要12
分钟的路程，他们仅用时
约5分钟就将高烧儿童安

全护送至医院。到达医院
后，铁骑们又护送孩子及
孩子家长至急诊室并联系
医生。

看到孩子得到及时医
治后，他们这才松了口气，
随后便返回工作岗位继续
执行任务。

车厢突然起火
交警出手迅速扑灭

11 月 21 日 20 时许，

交警铁骑队员吴嘉伟巡逻
途经龙江龙峰大道时，发
现一辆小型货车货厢起火
自燃，而该车驾驶员却毫
不知情。

危急时刻，吴嘉伟迅
速驾驶摩托车追了上去，
将小货车拦停，并在火势
未扩大前，爬上车厢和驾
驶员一起徒手将货车所载
的易燃物件从车厢中清理
下来，避免火势扩散。经
过十多分钟的紧急处置

后，火被安全扑灭，着火纸
板被清理干净，驾驶员对
交警铁骑的帮助感激不
已。

交警秒变“推车侠”
一个警组齐上阵

11月22日早上，天下
着雨，顺德交警铁骑高照
华、吴铭俊等人执勤途经
顺德大道时，发现一辆小
货车停在车道中间，妨碍

后方车辆通行，虽然打着
双闪灯，但车后未放置任
何警示标志，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由于过往车流
量较大，加上雨天路面湿
滑，铁骑们立即上前询
问。驾驶员一脸着急地解
释说，车辆突发故障，怎么
也启动不了。

了解情况后，交警铁
骑齐齐上阵秒变“推车
侠”，合力将车辆推至400
米外不影响交通的安全路
段，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
隐患，随后还帮助驾驶员
联系了附近修理厂前来施
救。

“幸亏有你们帮忙，不
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真
的是太谢谢你们了！”驾驶
员连连对交警铁骑表示感
谢。

为民服务无小事，点
滴之间见真情。一直以
来，顺德公安交警坚持

“我为群众办实事”，从细
微之处入手，从点滴小事
做起，坚持服务跟着群众
急、难、愁、盼走，最大限度
地守护道路交通安全和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
心用情真正把服务做到每
一位群众的心坎上。

文图/珠江商报记者杜
达雄 通讯员何海萍

事小情真暖人心
别样“警”色护平安

当路遇市民求助时顺德交警挺身而出

珠江商报讯 记者谢
意 通讯员赵安迪报道：
自“两队一室”警务机制
改革以来，伦教派出所反
诈劝阻专业队本着“有诈
精准预警，无诈精准宣
传”的原则，对正在遭受
诈骗的群众开展精准预警
劝阻，对未被骗的群众进
行防范宣传。近日，伦教
一名接受过反诈宣传教育
的财务人员，机智发现可
疑陷阱并报警，成功躲过

一场骗局。
11 月 15 日，伦教派

出所熹涌警务室接报称，
辖区一企业内有疑似冒充
领导要求公司财务人员转
账的警情。接报后，警辅
人员陈然等人马上赶到该
企业，并找到报案人郑小
姐 （化名）。原来，当天
该公司财务人员郑小姐被

“公司老板”拉进了一个
“公司财务管理”的 QQ
群，郑小姐进入 QQ 群

后，通过QQ昵称发现群
成员均为公司的领导，见
此情形对 QQ 群深信不
疑。“领导”在群里称与
某公司有业务来往，并发
过 来 一 张 “ 用 款 申 请
单”，要求郑小姐转账一
百万元到对方公司账户作
为“合同保证金”。

郑小姐按照“领导”
要求转账了吗？幸亏前不
久，郑小姐参加过派出所
针对企业财务人员举办的

反诈宣传活动，看见QQ
群内“领导”提出此要
求，郑小姐隐约察觉不对
劲，于是当即报警求助。

警辅人员查看了该
QQ群的聊天记录后，当
场揭穿这就是典型的冒充
公司领导诈骗财务人员的
骗局。“群是假的，领导
也是假的，千万不要转账
过去！”现场，警辅人员
明确告知郑小姐诈骗分子
的套路，并和郑小姐一起

与公司领导当面核实，证
实是诈骗后，郑小姐不禁
倒吸一口凉气。但幸运的
是，由于郑小姐的警惕和
警辅人员的及时劝阻，为
企业避免了百万元的巨额
损失。

警方提醒：凡要求转
账汇款，一定要核实清
楚，必须要与公司负责人
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不
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
机。

“领导”在QQ群上要求转账？

财务人员机智报警 合力止损一百万

案例一：莫信所
谓的“安全账户”

11 月 15 日 12 时 13
分，陈村派出所接到预警
称，辖区群众陈先生可能
正在遭遇冒充“公检法”
诈骗，于是指令南涌警务
室民警立即开展上门劝阻
工作。民警迅速找到陈先
生，成功劝阻后，现场引
导其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并进行反诈宣传。

经了解，陈先生于当
天中午接到了一个冒充

“公检法”的诈骗电话，
以银行卡涉嫌“洗黑钱”
为由，引导其下载一款
APP，并要求将资金转入

“安全账户”。陈先生信以
为真，正准备将自己银行
卡内的3万多元存款转入
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时，
民警及时赶到制止，这才
避免了经济损失。

案例二：“警银”
联手成功堵截一起
电诈案

11 月 15 日 15 时许，
陈村派出所接某银行报警
称：一名群众焦急地来到
银行咨询欠债事宜并要办
理转账业务，怀疑其遭遇
了电信网络诈骗。

接报后，民警火速赶
到银行网点，通过了解得
知张先生当天收到一条手
机信息，对方自称是“中
邮消费金融客服”，称张
先生在该行开户欠债两万
元，随后张先生按照客服
的指引下载某APP，正要

转账“偿还债务”时，心
存疑虑的他匆匆跑到银行
进行咨询。

民警为张先生梳理了
整个事件的经过，为其讲
解了该类诈骗的套路及犯
罪分子的惯用伎俩。在民
警和银行职员的多番劝说
下，张先生才恍然大悟，
果断卸载了相关APP，放
弃了办理汇款业务，避免
了2万元的资金损失。

让预警劝阻跑在发案前
陈村派出所近日成功劝阻两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珠江商报讯 记者王
阳奕报道：近日，北滘镇
全力推动放心消费环境持
续优化，根据上级有关创
建市级放心消费单位的工
作部署，认真培育发展创
建对象，通过精准指导、政
企联动，成功推荐“岭南和
园”申报放心消费教育基
地，并推荐“悦然里广场”

申报消费维权服务站。
11月 16日，佛山市

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副院
长钟照华带队，对北滘岭
南和园及悦然里广场进行
现场评审，北滘市场监管
所中队长范宜超参与评
审。在岭南和园，评审组
详细考察了该放心消费教
育基地的人员架构、制

度、宣传资料、消费纠纷
处理记录等内容，并由教
育基地负责人介绍和园特
色以及建筑物蕴藏的文化
历史。在放心消费教育培
训室，评审组根据评分表，
一一翻查了基地的培训记
录、签到情况、教育课件资
料等，未出现扣分情形。

钟照华表示，“岭南和
园”放心消费教育基地实
现了古典与潮流的完美融
合，研学教育理念先进，希
望岭南和园能持续发扬优

势，争取成为北滘推动放
心消费工作的“名片”。

在悦然里广场，评审
组仔细考察了维权站的制
度、人员职责分工、和解
室布局、设备设施等内
容，未出现严重扣分事
项。检查过程中，钟照华
要求维权站要进一步完善
台账记录，并就近年多发
的“预付款”退费纠纷处
置提出建议，希望维权站
提高风险意识、注意舆情
事件，全力把消费纠纷化

解在萌芽阶段，并与市场
监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实时通报消费维权情况。

北滘市场监管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北滘
将持续加强放心消费宣传
建设，紧扣北滘实际情
况，积极推动放心消费示
范单位创建，同时强化监
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共促消费公平，在北
滘营造诚信经营、放心消
费的良好氛围，助力北滘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北滘持续优化放心消费市场环境

监管诚信经营 共促消费公平

珠江商报讯 记者
谢意 通讯员吴学帮 陈
秋沌报道：为最大限度
减少诈骗警情发生，切
实提升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陈村派出所扎实
推进反诈宣传与预警劝
阻工作，努力让预警劝
阻跑在发案前，切实守
护群众的“钱袋子”。
近日，陈村派出所快速
反应，成功劝阻两起电
信网络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