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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追赃挽损 379 万失而复得！
我区举行
“全民反诈”专项行动涉案财物集中返还仪式
全民防 诈

财物返还仪式（为保护隐私
为保护隐私，
，
当事人照片经过处理）
当事人照片经过处理
）。
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供图

近日，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
举行
“全民反诈”专项行动涉案财
物集中返还仪式，对 2 家企业和 2
名受害人被骗的资金 379 万余元
进行集中发还。
“感谢人民警察，帮我追回了
损失，真是太感谢了！”市民陈女
士在返还现场对办案民警连声表
示感谢。今年 2 月，她在微信上
加了一名帅气男网友，该男子自
称其前女友为了与富豪交往向他
提出分手，并给了他 50 万元分手
费，为了向前女友证明自己有人

收获录取季
“你好，你就是卢佳雨吧，你
的北大录取通知书到了！”7 月 19
日上午九点，邮政快递员为家住
春晖路街道锦城社区秋实锦苑小
区的卢佳雨，送来了这份沉甸甸
的喜悦。
“卢佳雨同学，我校决定录取
你入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学习。
请你准时于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
日凭本通知书到校报到。”卢佳雨
和父母迫不及待拆开了录取通知
书，这可是他们这个夏天最大的
惊喜。
卢佳雨告诉记者，虽然已经
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到通知
书那一刻还是非常开心，
“毕竟网
上查到被录取和真正拿到通知书
感觉大不相同。
”
一家人传递着他的通知书，
妈妈仔细地端详着，抚摸着北京
大学的标志，眼眶红了。她动情
地说：
“ 儿子学习很刻苦，这份通
知书就是对他十多年努力学习最
大的回报和鼓励。
”
“他读书一直很自觉，学习方
面没让我们操过什么心。”卢佳雨
的妈妈说，但作为从小学习成绩
就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卢佳雨也
有过拖后腿的科目——体育。
“初一初二我们没有练过体

育，但是中考的时候体育成绩是
要纳入总成绩的。”据卢佳雨回
忆，他第一次的成绩并没有达到
中考要求。于是从那以后，他每
天早上早起，提前来到操场上，在
早操之前先跑五六圈，坚持了一
段时间以后，运动能力明显提高，
终于如愿把体育成绩提了上来。
卢佳雨从小学、初中、高中一
路走来，一直品学兼优，且爱好广
泛，喜欢阅读、围棋和书法。进入
高中后，卢佳雨加入了学校的化
学竞赛小组。竞赛之路很辛苦，
没有寒暑假，没有周末，需要付出
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两年多的化
学竞赛经历，使卢佳雨对化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培养了他良
好的钻研精神和创新能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卢佳雨
最终获得了今年全国化学竞赛的
金牌。竞赛结束后，卢佳雨立即
投入到高考备考，马不停蹄参加
了学校组织的强基培训，最终如
愿以偿，以 678 分的高考成绩被
北京大学录取。
卢佳雨说：
“我从小就向往北
大校园，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实现
了。在大学生活中，我一定像平
时一样努力学习，争取以更优异
的成绩回报父母、社会；积极参加
社 团 活 动 ，提 高 自 己 的 综 合 能
力。
”
新的起点新的希望。儿子考
入北大，卢佳雨父母非常欣慰，希

卢佳雨展示北大录取通知书
望他在未来的大学生活里，能勤
奋地挥舞着自己的理想翅膀，不
断攀越一座座高峰。
卢佳雨爸爸笑着说，等孩子
开学了，他准备带上全家人一起
送儿子去北大，并好好游览一番
北京，感受一下北京的悠久历史
和北京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
（记者 黄兰清）

据悉，2021 年以来，区公安
分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盯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电
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坚持打防
并举，主动出击，从宣传防范、预
警止付、打击治理、追赃挽损全方
位发力，陆续破获多起案件。同
时，区公安分局结合正在开展的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分批开展为受
骗群众集中返还涉案资金工作，
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受到广
大群众高度赞扬。
返还仪式后，民警还准备了
丰富的反诈宣传资料及深入的典
型案例剖析讲解，在现场进行了
反诈常识宣传。（记者 张永香）

民 生 提 醒

救起溺水者后 如何正确施救？

爱化学爱钻研 学子北大梦圆

关心、信任，希望陈女士向其转
账，并承诺十倍返回。虽然陈女
士有所疑虑，但看到该网友在朋
友圈晒的大量十倍返还转账截
图，就向网友进行了转账。该网
友也立即将十倍金额返还的转账
截图发给了陈女士，并声称钱款
将于 24 小时之内到账。可陈女
士一直没等到钱款到账信息，反
而被拉黑了，这才发现上当受骗，
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接警后，区公安分局反诈中
心民警立即梳理案情，发现仅重
庆一地就有 53 人被同类手法诈
骗，于是成立专案组，历时 8 个
月，抓获 9 名犯罪嫌疑人，追赃挽
损 10 万余元。

随着夏日气温攀升，孩子们越来越向往
玩水。在我国，每年暑假都有不少的青少年
溺水事件发生，使溺水成为了导致儿童和青
少年死亡的十大主因之一。无论是对于家长
还是孩童，多了解一些相关溺水施救的知识，
对于如何正确施救非常重要。
急救溺水者，从水中救起是第一步，救起
后的后续施救也同样重要。以下四种状态需
要区别处置：
1. 溺水者清醒，有呼吸有脉搏。施救者
应立即呼叫 120，并为溺水者保暖，随后等待
救援人员或送医院观察。
2. 溺水者昏迷(呼叫无反应)，有呼吸有脉
搏。施救者应立即呼叫 120，清理溺水者口
鼻异物，并将其稳定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
同时，密切观察溺水者呼吸脉搏情况，必要时
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3. 溺水者昏迷，无呼吸有脉搏，类似“假
死”状态，出现喉痉挛，无呼吸，脉搏微弱濒临
停止。此时，施救者应立即抬高溺水者下颚，
开放气道，进行人工呼吸，脉搏心跳即可迅速
增强。溺水者恢复呼吸后，可将其稳定侧卧
位，
等待救援人员。
4. 溺水者昏迷，无呼吸无脉搏。施救者
应即刻清理溺水者口鼻异物，对溺水者进行
心肺复苏急救。急救顺序是开放气道、人工
呼吸、胸外按压。切记同时要呼叫 120，并持
续心肺复苏至患者呼吸脉搏恢复或急救人员
到达。
若是对于以上步骤，你无法准确掌握时，
应及时拨打急救电话，让专业人士接手或指
导抢救，这样才更能给溺水者创造更多的生
机。
当然，对于孩童来说，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指导教育，让
他们远离可能溺水的危险地带，从意识上做好防范，才是
对溺水最好的预防。
（记者 黄兰清）

大车司机
“小聪明”错上加错
“丢饭碗”
近日，区交巡警支队民警在
滨江路拦下一辆大货车，只因这
一“拦”，该大货车司机的驾驶职
业生涯有可能就此结束。这名驾
驶人究竟犯了什么事？
当天，区交巡警支队民警在
滨江路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辆大
货车违规闯入禁行路段。于是，
民 警 将 该 车 依 法 拦 下 ，进 行 处

置。在执法过程中，民警看到货
车号牌用毛巾进行了遮挡，以逃
避电子警察自动拍照纠违的处
罚。
大货车司机除了闯禁的行为
要受到相应处罚，其故意遮挡机
动车号牌的行为还会被一次性扣
12 分 ，为 此 他 的 驾 证 将 面 临 降
级，驾驶员本人驾驶大货车的资

格也面临取消。换句话说，他的
货车驾驶员职业生涯有可能就此
结束了。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其目
的无外是想逃避查处，这种侥幸
心理，
其实就是在纵容自己违法，
这会给道路交通带来严重的安全
隐患，因此该行为一直是交通管
理部门重点打击的违法行为。

区 交 巡警 支队民警提醒大
家，这些情况都属于故意遮挡机
动车号牌：
1. 使用某些物品遮住机动车
号牌，比如纸张、板材、光盘及布
料等材质。
2. 在机动车号牌前加装一些
能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装置或构
造。比如一些越野车的防撞护

杠、车尾的备胎罩、悬挂自行车的
吊架等。
3. 故意使用油漆、灰尘泥土
等物质覆盖机动车号牌表面，导
致无法辨识车牌信息。
4. 机动车号牌被人为造成的
变形、折断，
或是刮擦磨损导致油
漆脱落。
（记者 张永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