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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法治

本报讯（记者何进 通
讯员胡春）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珠海市公安局坚持打
防并举，多管齐下，紧盯
诈骗警情，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高发势头，全力守护
群众“钱袋子”。

今年8月，蒋女士（化
名）在某交友平台认识了
一名自称是美籍华人的
男性网友，蒋女士与该网
友频繁互动，随后迅速发
展为男女朋友关系。8月
19日，男友告诉蒋女士，
其有一笔退休金，可用
于回国后两人共同创
业，但目前自己所处的环
境形势复杂，退休金只能
通过快递寄回中国，需蒋
女士签收代其保管。可
过了几天，男友又称，寄
退休金时，出了点意外，
钱被海关查扣了，需要蒋
女士出面代为处理。很
快，一名所谓的“海关快递
员”通过微信就该快递被
海关查获一事与蒋女士建
立了联系。

补办境外邮件证书、
交关税和保证金……蒋女
士对男友深信不疑，为帮
其解困，她分3次转账为

男友垫付了 96000 元人
民币费用。8月20日，联
系不上男友的蒋女士意识
到自己被骗，于是到唐家
派出所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一方面，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反诈中
心迅速立案，办理止付冻
结；另一方面，唐家派出所
民警循线追踪，全力开展
追赃挽损工作。经过民警
不懈努力，蒋女士被骗的
资金 96000 元一分不少
全部追回。

辛苦积攒的钱被骗后
失而复得，蒋女士对办案
民警感激不尽。8 月 29
日，她通过省公安厅“平
安厅”信箱向办案民警真
诚地表达了谢意：“在这
几天时间里，我经历了人
生中最痛苦的时刻，若不
是办案民警安慰我、帮助
我，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勇
气重新面对生活。我从
来没想过被诈骗的钱还
能追回，而且还一分不
少！这一切都多亏了两
位优秀的办案民警，让我
感受到民警就在我们身
边，日夜守护着我们老百
姓，再次感谢广东公安，
感谢两位珠海民警！”

珠海公安止付冻结循线追踪

一女士被骗
96000元全部追回

本报讯（记者何进 通讯员
江晓妍）为深入推进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9月 21
日，拱北街道办事处组织街道应
急办、市场监督管理所、综合执
法办、消防救援分局和相关社区
工作人员到辖区高层住宅开展
小作坊联合整治行动。

本次行动重点检查高层住
宅是否存在楼内开店经营、仓储
作坊等各类违规现象。行动中，
检查组现场检查时发现3家小作
坊正在住宅楼内进行制衣加工作
业，存在“生产、储存和住人”的

“三合一”严重消防安全隐患。场
所内疏散通道被货物堵塞，电气
线路私拉乱接，消防器材、设施配
备不齐全，上述情况若一旦发生
火灾，人员极难逃生。

对此，拱北市场监督管理所
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小作坊经营
者停止违法行为，共发放责令限

期整改通知书3份，要求其限期
7天内搬迁，不得在住宅内及居
民区进行生产加工作业。

接下来，拱北街道会继续加
大高层建筑、住宅小区等各类场

所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力度，
切实形成消防安全隐患整治闭
环管理机制，巩固辖区消防安全
形势，确实保护好居民生命财产
安全。

查处3家住宅楼内制衣小作坊
拱北街道开展高层建筑小作坊整治行动

检查组查处高层住宅内的小作坊。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记者佘映薇
通讯员苏倩雯 李宇欣）考
科目一不想复习，怎么才
能“包过”？珠海某驾校教
练出了个馊主意，最后自
食苦果。近日，香洲法院审
结了3起在驾考中组织考
试作弊的案件，被告人黄某
四、黄某京、陈某3人因犯
组织考试作弊罪，分别被判
处拘役三至四个月不等，每
人并处罚金2500元。

被告人黄某四是珠海
某驾校的教练，和澳门人
小A是朋友。小A因为
工作原因，想申领内地驾
照，苦于考不过科目一驾
驶员理论考试，便找到黄
某四打听，想寻个考试“包
过”的法子，承诺事成可给
6500元酬劳。

黄某四找到同为教练
的黄某京，询问能否找个
学员替考，考过可给2500
元好处费。黄某京想起练
车时，隐约听人提起学员
陈某有办法。于是，又找
上陈某，说给1000元左右
报酬“帮忙”答题，陈某表
示同意。“草台班子”就这
样搭了起来。

考试当天，黄某四将

小A从拱北带至驾驶员
考试训练中心的考场，路
上黄某四便要求支付酬
劳，但对方坚持考过才付
费。黄某四只得先将小A
交给黄某京、陈某。陈某
在黄某京的教练车上为小
A换上一件内侧贴有作弊
设备的T恤。3人本意是
让小A考试时正对试题，
利用T恤胸口的微型摄像
头，获取考题，由场外的陈
某、黄某京等人作答，再通
过发射器及耳机将答案告
知小A。没承想，场内“画
面”没传来，传来了小A
一进考场就被监考民警逮
个正着的消息。场外的3
人赶忙分开，陈某当即坐
车离珠，直至案发后近1
年才被抓获。

3人想捞“外快”没捞
着，反而陆续被捕被诉。
香洲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黄某四、黄某京及陈
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中，组织作弊，其行为均
已触犯刑律，构成组织考
试作弊罪。3人各自归案
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作出
前述判决。

驾校教练组团帮学员作弊
因犯组织考试作弊罪获刑

本报讯（记者苏振华）破坏
排水设施会严重阻水，甚至引发
内涝。近年来，为加快水浸点整
治工作，我市相关部门加大执法
监管力量，严厉打击了一批破坏
排水设施的行为。

今年5月6日，一家珠海公
司在未办理排水许可的情况下，
将工地泥浆水排入市政管网，造
成排水管道（渠）污染、淤积，严
重影响管网排水功能。针对此
类非法破坏排水设施的行为，市
水务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根据《珠海市违规违法排水排
污联合查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
予以立案调查，依据《珠海经济
特区排水条例》对上述公司处以
人民币98000元的罚款。

2021年12月11日，有违法
当事人在我市一处工地施工时，
在未办理排水许可的情况下，擅

自向白沙河排洪渠排放施工污
水，造成排水管道（渠）污染、淤
积，严重影响排水。同时，涉案
人员还有非法向城市道路排放
污水的行为。对此，市水务局、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启动
联合查处工作机制，责令当事人
改正，并处罚款100000元。

为有效遏制破坏排水设施
违法行为，近年来，市水务局持
续加大监管力度，已牵头组织破
坏排水设施行为专项检查和联
合督查2次，针对重点路段和关
键区域开展“点对点”督导检查
11次，开展执法检查5次；督促受
影响排水设施整改37处，目前已
完成整改24处，剩余13处还在
落实整改；包括以上两宗案件在
内，共向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移交破坏排水设施案件6宗。

截至今年8月，全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系统共组织开展
水务执法整治行动17817次，出
动执法人员34312人次，教育整
改案件338宗，立案查处违法案
件16宗，共处罚款373600元；
其中，对破坏排水设施的行为教
育整改 20 起，立案 4 宗，罚款
55000元。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城市内涝点治理工作；市人
大常委会则定期对内涝点治理
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按照
《2022年珠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的“加快水浸点整治
工作，实现重点区域17处公示
的内涝点清零”的工作要求，珠
海市水务局日前公示了这17个
年度承诺整治内涝点的基本情
况。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底，
已完成整治13处，完成率超过
七成。

我市严厉打击破坏排水设施行为

截至8月开出罚单逾37万元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为全
面贯彻落实普法工作，推进香洲
区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工
作，提升企业环境安全管理意识
和环境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近
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会同
香洲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
公室、南屏工业园管委会共同举
办企业环境法律风险普法宣贯
会议，香洲区近50家小微企业
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以疫情防控常态
化企业环境安全管理为切入点，
组织一线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
业专家现场向企业“送法规、送

技术”，分享典型案例，解答热点
问题，营造绿色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健康发展。会上，市生态环
境局香洲分局副局长陈春团结
合辖区生态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形象生动地讲解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生态环境法
律法规，着重讲解了按日计罚等
概念，对与会企业起到了很好的
警示教育作用。

随后，固体废物管理方面的
行业专家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危
险废物规范化考核等热点问题
与企业开展系统解读，对照危险

废物规范化考核指标，逐一分析
考核要点及考核内容，为与会企
业提供日常环境安全管理建
议。最后，普法人员与行业专家
对企业负责人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解答。

接下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
分局将持续加强与香洲区环境
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等辖区部门
沟通合作，强化对企业的帮扶和
指导力度，通过现场普法、线上
培训等方式，帮助企业提升环境
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营造共建共享环
境安全氛围打下坚实基础。

分享典型案例 解答热点问题
香洲区举办小微企业环境法律风险普法宣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