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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眼下，甬城目之所及之处，都是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上周末，我市
迎来新一轮降雨，部分地区能见度
较差，今天降雨还将持续。北仑
区、象山县已针对海区发布大雾黄

色预警信号。
根据预报，我市本周多阴雨。

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
大；明天到 16 日阴天有时有雨，
17 日起多云为主。最高气温 16℃
至 20℃；最低气温今明两天 14℃
至 16℃，14 日起 10℃至 12℃。

气象部门提醒，受暖湿气流影
响，预计今天我市沿海海面、部分
沿海地区、局部山区能见度较差，
可能对海上作业及交通等造成不利
影响，请注意防范。

本周甬城多阴雨

郑建钢

近 日 ，
宁 海 县 市
场 监 管 局

联合越溪乡政府和越溪农贸市场，
试点推行“市场摊长制 文明示范
岗”主题活动，助力农贸市场经营
户文明规范经营。推行“摊长制”
以后，越溪农贸市场内地面干净整
洁，各种新鲜蔬菜肉类摆放整齐、
井然有序，向消费者展示了文明经
营的“越溪样板”。

在人们的印象中，农贸市场似
乎是人声嘈杂、秩序混乱、环境脏
乱差的代名词。如果放任自流，管
理不到位，消费体验感不好，整个
农贸市场的经营很难搞上去。

以前，农贸市场是市民买菜的

主要渠道，拎着菜篮子在农贸市场
一圈兜下来，生鲜时蔬基本上都能
搞定。如今，买菜的空间大大拓
展，除了去超市、菜市场买菜，像
小六买菜、叮咚买菜等生鲜电商的
发展势头也十分迅猛，占领了不小
的市民菜篮子份额，直接与农贸市
场构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

实行“摊长制”，不但改变了
农贸市场的面貌，同时也在不知不
觉中改变着经营户的面貌。就像摊
长祁菊香所说的那样：“农贸市场
形象好了，顾客也会多起来，作为
一名经营者，更应该守护这来之不
易的文明环境。”能复制、可推广
的“摊长制”管理模式，可以成为
农贸市场标配。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摊长制”可以成农贸市场标配

见习记者 孙雨萱
通 讯 员 崔寅伟

周末和节假日，很多家长会选
择带孩子去商场内的小型游乐园
玩。但家长在商场游乐园陪伴孩子
玩耍时，无法时时关注孩子，而孩
子在好奇心驱使下，容易“违规使
用”游乐设备，从而被其误伤。

4 月 5 日晚 6 点左右，镇海区
骆驼街道一名小女孩的手被卡在扭
蛋机内，镇海消防救援大队骆驼中
队赶赴现场后，只见吾悦广场内
四楼的扭蛋机前，一名六七岁女
孩的整条手臂被死死卡在扭蛋机
的出蛋口。救援人员用衣服遮住
女孩的脸部，用手持切割机将扭蛋
机的上方切开，随后将该扭蛋机内
的玩具蛋清理干净，成功将女孩的
手臂拉出。

4 月 3 日下午，一名 7 岁萌娃
在吾悦广场儿童室内游乐馆玩耍，
被场内塞放塑料球的塑料管吸引，
将球塞入塑料管内后，出于好奇将
手臂伸进了塑料管内，由于塑料管
内部呈 90 度直角弯，孩子的手肘
处刚好与塑料管内部弯角贴合，孩
子的手臂被死死卡住，反复用力也
无法拔出，只能大声哭喊。母亲和
工作人员冲进场内也无法使孩子脱
困，无奈之下只能拨打 119 报警电
话。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用切割
机将塑料管割断，孩子的手臂被才
成功拉出。

消防部门提醒，游乐设备生产
厂家要充分考虑幼儿的习性，制造
出更加符合孩子天性的游玩设备；
商场或游乐场的管理者也要仔细检
查对外经营的游乐设施，及时排查
可能会对孩童造成伤害的安全隐
患；广大家长在商场或游乐场陪伴
孩子玩耍时，一定要看管好孩子，
做好提醒，避免意外的发生；一旦
发生意外，切勿“生拉硬拽”孩子
的肢体，要向专业救援人员求助。

商场游乐园3天发生2起事故

小心萌娃手脚被设备“误伤”

本报讯（记者石景） 网友近日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
板发帖反映，江北区甬江街道河西
村梅堰路上有一座刚建的桥叫前进
桥，两边停满私家车，无人管理。
前方还有家小汤电动自行车维修
店，长期占道经营，电动自行车摆
满道路两旁，维修工就地维修，堵
上加堵。记者昨天回访，前进桥两
边依然停满了私家车。

4 月 1 日，甬江综合行政执法
中队针对网友反映的问题回复：经
实地查看，该电动自行车维修店确
实存在占道经营的现象，目前，我
单位已对其提出整改要求，店家表
示会尽快落实；针对乱停车现象，
我单位也已联系所在村委会和第三
方管理公司，在加强巡查的同时，
劝导车主文明、规范停车。

但一周过去了，4 月 8 日，网
友再次投诉：到现在，连个巡查的
人影都没看见，每晚，车辆从桥头
违停到桥尾，花这么多钱造新桥就
是为了让车辆违停吗？万一晚上发

生火灾，消防车开不进怎么办？
4 月 9 日，记者在位于孔浦河

上的这座桥上看到，网友反映属
实：桥两侧依然停满了私家车。中
间只剩下一个半车道的路面，高峰
期在桥上会车十分困难。此外，记
者在网友反映的小汤电动自行车维
修店看到，仍有一些电动自行车随
意放置在店门口。

昨天，记者再次进行回访核
实，桥上停车还是老样子。

河西村一村民告诉记者，这些
车主主要是图省事把车停在桥上，
其实在距离桥不远处就有一个免费
停车场，但因为离村子远了一点，
大家不愿意去停。记者根据指引，
走了 140 米后，找到了该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能停 50 来辆车子，当
时有一半左右的位置空着。

前进桥何时能回归为桥？网友
期盼有关部门兑现承诺，尽快加强
管理，还百姓一条通畅的新桥。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通
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后

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江北河西村前进桥是停车场吗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苏钧天

4 月 10 日，是宁波诺丁汉大学
校友日。

6 对在宁诺共度求学时光的情
侣，在美丽的校园许下承诺，完成
了一场独一无二的浪漫集体婚礼。
执行校长尼克·迈尔斯教授为新人
们证婚。现场百余名校友和在校师
生一起见证和分享了新人们的幸福
时光。

英式钟楼、中式庭院，绿草茵

茵、流水潺潺，诺丁鸭神兽嘎嘎
咯咯，对这些新人来说，是一段
段无法忘却的回忆。毕业生孙亚
峰和黄思颖是 2015 届校友。孙亚
峰说：“宁诺是我们爱情的起点，
从 19 岁到 23 岁，青春最好的 4 年
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希望以这
样一个方式，与青春有一个重逢
的机会。”

2014 届校友张杨晴和陆佳楠
已相恋近 8 年。回忆起相识的过
往，张杨晴说：“我俩的爱情就像

电 影 剧 情 一 样 。 他 成 绩 比 较 好 ，
作为小组中学渣的我被另一个学
霸嫌弃。每次结束讨论之后，他
就带我去吃饭，帮助我一起完成作
业，我们就慢慢熟悉起来。没有轰
轰烈烈的表白，爱情就自然而然到
来了。”

毕业后留校工作的 2017 届校
友陈迎烁说：“我在宁诺工作，他
工作的地方就在学校不远处。我们
相爱的那段青春，以及未来相伴的
日子，都与宁诺有关。”

如今几对新人都从事着自己热
爱的事业。宁诺带给他们的不仅是
美好的爱情和灵魂伴侣，更是一份
眼界和一种思维，让他们能够自
信、从容地表现自己，在人生路上
探索无限可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草坪音
乐会、奇境回忆主题展，更有套圈
游戏、泡泡表演等活动，整个校园
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温柔和甜蜜，师
生校友们在校友日享受着一段惬意
美妙的时光。

6对新人回母校举行浪漫集体婚礼
宁诺执行校长尼克·迈尔斯教授为新人们证婚

记 者 董小芳
通讯员 林杰荣 钟 法

低成本VS高收益

“成本低、收益高”，是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案件中，嫌疑人在陈述
犯罪原因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
话。

成本可以低到什么程度？一部
手机、一张电话卡，就是全部的作
案工具。

在一起案件中，李某等人通过
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手机微信联
系被害人等方式，谎称可以办理

“钱贷通”贷款，并以办理贷款需收
取手续费为由，骗取被害人钱财。

在另一起案件中，陈某等人经
事先预谋，用手机在多个网络平台
发布虚假招嫖广告，随后通过电
话、短信，以提供上门服务需要交
付订金、保证金等为由，从多名被
害人处骗得人民币 30 万余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物质条
件很容易达到，得到的收益又是投
入成本的多倍，有的甚至是空手套
白狼。如此两相对比之下，导致一
些不法分子置法律于不顾，铤而走
险。”检察官告诉记者，在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中，不法分子通过购买
非法软件，甚至利用现有的社交软
件等网络平台，就具备了实施犯罪

的技术条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金、人力和物力，犯罪成本很低。

而且，与普通诈骗、金融诈
骗、合同诈骗相比，电信网络诈骗
主要是与被害人进行远程、非直接
接触，因而犯罪分子能够不限时
间、地点实施诈骗，且较容易获得
高收益。

隐蔽性VS取证难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极高的隐
蔽性。

“尤其是一些跨境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犯罪成员之间往往通过手
机或社交软件联系，彼此之间以外
号相称，找不到人，这成了案件侦
查的最大困难之一。”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犯罪人员通常采取技术
手段隐藏真实地址与身份，使身
份虚拟化、数字化，而且在犯罪
过程中与受害人不进行面对面的
直接接触，从而可以起到隐蔽身份

的作用。
而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预

备、实施、既遂再到销赃，涉及通
信、网络、金融等多个行业领域，
空间跨度大、涉案人员众多，团伙
化、专业化、信息化程度较高，也
使得取证固证较为困难。

2015 年起，何某注册成立公
司，借助互联网，采取欺骗手段招
揽投资客户炒作原油指数、白银指
数、新能源等交易品种。在何某的
布局中，有人专职负责发送短信，
将有意向的股民拉至 QQ 群；有人
专职在线讲解股票和现货知识；有
人负责假扮客户，发布假盈利单诱
惑被害人；有人专门负责销赃。骗
取被害人交易手续费 150 余万元。

“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往往
涉案金额较大，受害人分布较为分
散，再加上电子证据量大、更新
快，导致取证很难做到及时精准，
固证较为困难。”检察官介绍，手
段隐蔽、取证难，就导致一些不法
分子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花样多VS意识弱

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当真是
层出不穷迷人眼。

从我市司法实践来看，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自从走上“公司化经
营”方向后，日趋“专业化”“创
新化”，在原来冒充公检法转安全
账户诈骗、退机票诈骗等诈骗手段
继续使用外，新的升级、新的方式
不断出现。

有购物型，即犯罪分子伪装成
销售员，向被害人宣称可以低价购
买某高档商品，但实际上寄送的是
假冒的高档商品；有投资型，即犯
罪分子披着“理财顾问”等外衣，
向被害人虚构美好的投资前景和丰
厚的投资回报，诱导被害人投资；
有冒充型，即犯罪分子假扮房东、
专家、银行业务员等角色，诱骗被
害人支付房租、办理信用卡等；有
交友型，即犯罪分子套上“美女”
的外衣，先和被害人在线谈恋爱，
伺机骗取钱财；有色诱型，即犯罪
分子假扮色情服务提供人，发布虚
假的服务信息以骗取钱款。新方式
层出不穷、迭代升级，让人防不胜防。

“但不论何种形式的电信网络
诈骗，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
于被害人警惕性较差，疏于防范，
或者贪图小利。尤其是老年人，往
往成为诈骗团伙的优选目标。同
时，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也为骗
子精准施骗提供了便利。”检察官
提醒，杜绝电信网络诈骗，一方面
广大群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另一方
面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齐抓共管，共筑防线。

电信网络诈骗，屡禁缘何难绝？
桥
两
边
停
满
私
家
车
。
（
石
景
摄

）

4 月 9 日下午，在宁波城市
职业技术学院第 15 届技能节开
幕当天，800 余名一二年级学生
手持“活动集能卡”，一一闯过
直播带货、甜品制作、废旧材料
制作手工艺品、打字、摄影摄
像、不同语种歌曲演唱等 8 道基
本技能关后，凭卡上的集“能”
章换取奖品并获得 0.5 分到 1 分

不等的第二课堂学分。通过这种
方式，学生能加快了解全校各专
业的特点。

该 校 技 能 节 始 于 2006 年 ，
每年都有 4000 余名学生参与 50
余个专业技能项目的角逐。近 5
年来，该校已有 455 人次在省级
以上技能比赛中获奖。

（严龙 傅祖栋 文/摄）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800余名学生比比谁更“能”

▲学生在体验操作智控手臂。

▲学生们在制作甜品。

▶该校商学院 19 电商 A1 班学生
吴佰漾在直播平台推销睡衣。

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多发高发态势，是日前召开的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的最新部署。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近年来我市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司法实践来看，去年全市各地受理
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均呈下降趋势。以奉化检察院为例，去年
受理该类案件总量同比下降约 40%。

但是，高压态势下，仍有不法之徒顶风作案，仍有一些市
民群众上当受骗，原因何在？带着问题，记者昨日进行了深入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