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NINGBO DAILY宁波新闻·民生 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金晓东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周国亮） 冒充公司领导诈骗财会人
员，这类骗局早已不是新鲜事。但
最近，骗局又出现了新手法，套路
为先以打款为由，让当事人放松警
惕，然后“老总”出面下指令汇款。宁
海一企业就因此被骗了 240 多万
元。所幸警方处置得力，案发 14 天
后将 4 名嫌犯缉拿归案，但此案也
为宁波的中小企业敲响了警钟。

11月7日上午，王女士来到办
公室，接到一自称是某公司出纳的
电话。对方告诉她，有一笔 20 多

万元的进货款要打过来，需提供银
行账号。因为是有钱要打进来，而
不是汇钱出去，并没有引起王女士
的警惕。接着，在对方的要求下，
双方互加了QQ好友，随后男子建
立了一个会话群，还将王女士单位

“老总”也拉到群里。在此之前，
王女士并没有自己老总的 QQ，所
以对“老总”的身份没有怀疑。
男子称已完成打款，不过因为跨
省、跨行关系，要延迟一段时间
才能到账，随后还贴出了一张汇款
完成的截图……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老总”
单独加了王女士的 QQ，问她单位
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得知其中一个
账户有 1700多万元后，“老总”发
指令，要求她往某账户汇一笔 240
多万元的进货款。王女士今年 40
多岁，从业也有些年头了。她向

“老总”核实是不是铜材料款，对
方回答是的。随后，她又提出汇款
账户是私人账户，而不是“公对
公”汇款，“老总”表示没关系，
就这样操作。

直到快下班时，王女士才发现
自己被骗了，赶紧打电话报警。警
方介入调查，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
作案地为广西百色市右江区。次日
一早，民警就火速赶赴当地，并在
当地警方配合下，明确了其中 4人
的身份。至 11 月 21 日凌晨，警方
经过斗智斗勇，终于将这 4 人抓
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
中，部分款项已被追回。

“犯罪嫌疑人在今年 10 月份，
用同样的诈骗手段从舟山一企业骗
得 61万元。”民警说，在目前我市
常 见 的 10 类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 罪
中，冒充公司领导诈骗财会人员类

案件虽然总数占比不大，但涉案金
额巨大。并且，骗局的花样在不断
增多，今年的发案数同比上升了近
一倍，受害群体又以中小企业居
多。

警方因此提醒，企业一定要健
全财务制度，对转账、汇款要仔细
核实真伪再操作。广大企业要提高
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内部管理，严
格遵守财务制度，规范资金进出流
程，尤其是加强对企业财务人员的
防骗宣传。财务人员也要严格遵守
财务制度，转账汇款前一定要经老
板当面或电话确认，反复核实后再
进行下一步操作，切莫轻易相信
QQ 和微信聊天的转账指令。此
外，公司所有成员要注意公司通讯
录、员工相关信息等重要文件的保
存，不随意添加微信群、QQ 群，
不明网址链接不要点击。

“给你打款”要账号→冒充老板加QQ→“老总”指示转货款

诈骗企业财会人员又出新手法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周
酉枫 谢美君） 90 岁的老人居然
在其尿道里取出 12 枚结石，最大
的长 3.5 厘米。鄞州二院的医生提
醒：老年男性一定要警惕排尿不
畅。

家住宁海的王老先生排尿不畅
已经多年，一直没到医院就诊。半
个月前，老人出现尿频、尿急、尿

痛及排尿困难，这才特地从宁海来
到鄞州二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
确诊王先生患了尿道结石。

医生发现老人前尿道有一枚巨
大结石，长约 3.5 厘米，而正常男
性尿道的平均直径仅为 5-6 毫米，
可想而知这枚结石在老人体内已经
不知道扎根多少年了。12 月 1 日，
在麻醉科的保驾护航下，周永副主

任医师为老人做了前尿道切开取
石，取出大小结石共 12 枚。几天
后，拔除导尿管的老人终于又能顺
畅排尿了。

据医生介绍，尿道结石较为少
见，大部分是肾、膀胱结石排下来
后嵌顿于尿道所致，主要症状是
排尿困难、排尿疼痛。此外，老
年男性出现排尿不畅还可能是前

列 腺 增 生 、 尿 道 狭 窄 等 原 因 引
起，他们往往由于忽视症状而延
误治疗，严重时可继发感染、结
石、斜疝，甚至导致尿潴留影响
肾功能。因此，老年男性出现排
尿不畅症状千万不要大意，应及
早到医院就诊，根据具体情况采
用药物治疗或微创手术，获得理
想的治疗效果。

九旬老人尿道里取出12枚结石
老年男性需警惕尿道结石

昨天上午，鄞州区钟公庙街
道长丰社区爱心驿站的志愿者带
着亲手编织的毛衣、学习文具等
物品前往景宁九龙乡中心学校，
为那里的孩子们带去一分冬日里
的温暖。

“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三
年来看望这里的孩子了，每次
来，除了带来一些慰问品外，
还会征集他们的微心愿，让辖
区党员志愿者们认领，然后帮

助孩子们圆梦。”长丰社区相关
负责人说。

九龙乡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景
宁畲族自治县东北部，地处偏
远，经济不发达。每年的12月左
右，长丰社区爱心驿站就会前往
九龙乡中心学校举办公益活动。

“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把爱心公益
做下去，打造爱心社区，让更多
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徐能 董磊艳 钱逸群 文/摄)

寒冬里的温情
奶奶亲手编织的毛衣好暖和。

好吃的零食，给你也尝一口。

天蒙蒙亮，爱心驿站工作人员就开始打包整理爱心物品。孩子们在挑选文具。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昨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举行。
据了解，我省共有 60131 名考生
完成缴费确认，比去年增加 5024
名，增长 9.12%，其中有 12004名
考生选择在宁波考点参加笔试，
数量与往年持平，占全省考生总
数的 19.96%。这已是“国考”连
续第六年在宁波设点。

据了解，今年宁波考点共设有
4 个分考点，包括宁波技师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和宁波大红鹰学院。昨日上午行政
职 业 能 力 测 验 科 目 考 试 中 ，有
10664 人赴考，下午申论科目中，

有 10526 人赴考。全天到考率为
88.26%，较去年有大幅提高。

记 者 注 意 到 ， 在 宁 波 参 加
“国考”笔试的考生共涉及 284个
部门的 1188个职位，其中涉及宁
波的有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宁波
海关 4 个部门的 17 个岗位。从人
员结构来看，12004 名考生中女
性 7536 名，占总人数的 62.78%；
从年龄结构看，21周岁以上25周
岁 以 下 7802 名 ， 占 总 人 数 的
65%，“90后”尤其是1995年前后
出生的考生成为报考主力军，报
考群体年龄跨度达到20年。

万余名考生在我市参加“国考”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薛丛川 朱王祥） 近日，第十
八届东盟分龄组国际象棋冠军赛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举行。东
湖小学 504 班张柯宇同学 （中国
国际象棋棋协大师） 代表中国青
少年应邀参赛，荣获 10周岁以下
公开组第一名，并荣获东盟大师

（Asean Master） 称号。这是东湖
小学开展国际象棋特色教育以来
涌现的第一位亚洲少年冠军。

本次比赛有来自十个国家和
地区的 240多名棋手参加，是亚洲
青少年的国际象棋盛会。张柯宇同

学在慢棋赛中顽强拼搏、发挥稳
定，最后以8轮6胜2平积7分的好
成绩夺得第一名。这是继东湖小学
被授予“全国国际象棋高水平后备
人才基地”后的又一重磅消息。

东湖小学在一二年级开设国
象普及课，并通过学期车轮赛甄
选优秀人才到国际象棋校队深入
学习、积累经验。国际象棋作为
学生课外兴趣的一个项目，更是
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在
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学校自身的努
力下，学校被区体育局定为区国
际象棋业余训练点。

国象新星亚洲夺冠
鄞州一小学诞生国际象棋大师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新的一周，甬城依然在
阳光中开场，驱散些许寒意。不
过晴好有限，从周三开始，受冷
空气影响，甬城阴雨再现，湿冷
将重新回归。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3 日
至 15日，中东部地区将出现一次
弱雨雪天气过程，南方大部有小
雨，部分地区有中雨。

根据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
云，明天多云，13日到16日多阴
雨天气，17 日到 20 日晴好重现。
今明两天最低气温在 2℃至 4℃
之 间 ， 局 部 有 霜 ； 山 区 在 0℃
至-2℃之间，局部有薄冰。13
日 到 16 日 最 低 气 温 略 有 回 升 ，
在 6℃至 8℃之间，17 日起再次
下降；最高气温较为稳定，在
11℃至 13℃之间。

周三起甬城阴雨再现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讯员
王艳艳 范光明） 在鄞州区明楼
街道徐家社区小广场，两条健身
步道日前崭新亮相，被居民取名
为“徐家睦邻步道”。

居民李菊芬有饭后散步的习
惯。此前，因为小区里没有健身
步道，她每天晚饭后要穿几条马
路到周边小区散步。今年 5 月，社
区开展民意调查，有 65 名居民表
达了打造健身步道的愿望。随后，
社区向全体居民征求意见后，决定
依照徐家社区小公园的地形，用鹅
卵石铺设两条健身步道。由于资金
有限，不少居民还主动去江边捡鹅
卵石回来铺设健身步道。

施工中，经常有居民到现场

帮忙，还主动帮社区做群众沟通
工作，确保让每一名居民满意。
11 月底，两条健身步道打造完
成，每条长度 200 米，路面上嵌
有方向标识，在步道两侧绿化带
还安装了健康知识宣传牌和安全
警示牌。未来，社区还打算邀请
园艺爱好者在健身步道两侧种植
花木，同时请志愿者对步道进行
卫生维护，为居民营造良好的运
动休闲环境。

“在鹅卵石上走，能锻炼个人
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对足部血液
循环也有好处。”71 岁的李志群
老人以前很少下楼锻炼，吃完饭
就坐着看电视，有了健身步道
后，每天会过来走几圈。

“小步道”走出“大健康”

本报讯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法院原副院长、中共党员、离休
干部周治民同志 （原行政 15 级，
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因
病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宁波市
李惠利医院逝世，享年87岁。

周治民同志于1930年12月出
生，河北昌黎人。1945 年 7 月参加
革命，在部队期间，历任通讯员、政
治指导员、雷达团主任、副政委；
1979 年 12 月转业，任鄞州区人民
法院副院长；1985年12月离休。

周治民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谢斌） 对于
江北人来说，三江潮区块或许并
不陌生，这个位于庄桥街道葛家
村康庄南路两侧的物流企业聚集
地，共涉及村级物业出租企业 17
家，面积达到 53亩。但因这些企
业技术含量低、产能落后、对周
边环境影响大，特别是有个别企
业将污水直排楼家河，且在河边
违法搭建，严重影响“五水共
治”工作。为此，江北庄桥将三

江潮地块作为村级物业整治的重
点，通过调查排摸、上门动员、
劝说清退和强制拆除等工作，目
前，17 家企业全部清退，拆除违
建 5170 平方米，整理出土地 3.53
万平方米。

街道负责人表示，因该地块交
通方便，形成了以物流运输、石材
加工、仓储和家具生产为主的工业
集聚区，但产能低下。企业清退后，
街道将重新谋划该区块的发展规
划，并加大招商力度，拟开发文创、
影视摄影等项目。

这是庄桥推进村级物业整治、
加快区域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截
至目前，庄桥已完成 144家村级物
业租赁企业的整治工作，其中低小
散企业 41家，拆除违法建筑 69100
平方米，整理出土地81300平方米。

庄桥完成144家
村级物业租赁企业整治

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打造活力魅力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