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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通讯网络诈骗一周警

榜道路交通指数道路交通指数

警惕通过网络平台充值加油卡
实施的诈骗

讯警

★发案趋势

较前一周同比下降0.1%

★抓获犯罪嫌疑人

25人

★人工提醒

252条

★成功劝防

成功劝防5起，避免损失3.7万元

★成功止付

成功止付488笔，止付金额325.1万余元

在水乡苑三期5号楼门前，姚云龙说：
“这里每一户门牌号旁都有一个二维码，就
好比每一户的电子身份证。我们为每一户
匹配一个二维码，根据不同的安全等级分为
绿码房（符合安全规范）、黄码房（需要访查
核实）、红码房（存在安全隐患）。”

“私拉乱接电器线路”“卧室内使用液化
气等明火炉灶”“存在经营、仓储、住宿‘三合
一’问题”……只要发现20多项违规要件中
的任意一项，社区民警、网格员有权将该出

租房安全码设置为红色。一旦被列为红色，
便不可对外出租，房东必须落实整改，并由
社区民警、网格员上门核实后，方可调整安
全码颜色。

那么如何发现这些红码问题？光靠上
门查验走访显然不够高效。水乡苑社区加
大智能技防设施投入，在出租房内安装无
线烟感报警、智慧用电检测终端、燃气泄漏
智能联网装置，实施监测出租房用火、用电
安全。一旦发生报警，由网格员上门核实，

对违规出租房判定为红码，并责令限期整
改。

“红码房不能出租，我也不敢租，必须是
绿码才放心。”一名租客表示安全码绿码是
他在水乡苑社区租房的首选条件。原来，除
了社区民警、网格员可以扫码外，租客也可
以经过简单的注册，扫码识别该房屋的安全
码颜色，这也让安全码在水乡苑成为租客决
定是否租房的标准。

（尹雪 文 / 王小骏 摄）

以码管房，红绿码成租房标准

■我市开展“6·26”国际禁毒
日集中宣传活动

今年6月26日是第33个国际禁毒
日，我市举行“筑牢禁毒防线 守护‘无
毒’锡城”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进
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新时代禁毒人民
战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天下午，市
禁毒办、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市公安局、
市总工会联合举办2020年无锡市禁毒
预防宣传业务竞赛总决赛。随后，无锡
援鄂医疗队代表接受了无锡市禁毒健康
大使聘书。

6月26日，全市各地举行禁毒宣传
教育活动80余场次，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10万余份，派送各类禁毒宣传品1万余
份，悬挂宣传横幅300余条，张贴禁毒标

语、禁毒教育图画2000余张，制作宣传
展板180余幅，在城区繁华路段LED屏
幕上滚动播放无锡禁毒形象大使公益宣
传片，直接受教育群众达10万人次，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治安支队部署开展练兵提
能“领航计划”

为深入开展全警练兵提能行动，着
力提升全市治安民警队伍专业素养和实
战本领，瞄准现代化、聚焦高质量，扎实
打好警队建设高质量关键仗，争当全市
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近日，治安
支队部署全市治安部门利用两年时间开
展练兵提能“领航计划”。通过深入开展
常态化实战培训，提升治安民警队伍实
战能力水平，练就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经开公安推行“非紧急、非
警务”警情网格联动处置新模式

今年以来，经开公安分局全力推动
“智慧式、沉浸式、联动式”网格化治理，
依托公安指挥体系和行政网格体系一体
化运作的有利条件，建立34个警格与行
政社区逐一对应，逐一嵌入155个综合
网格、18个消防网格；研发“警网融合”
平台，实现公安政务双网联通、业务融
合，用科技引领下的精细化勤务管理带
动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依靠全市首支
专职专业全覆盖网格员队伍，在辖区派
出所试点推行“非紧急、非警务”警情网
格联动处置模式，将全区517名物管人
员组成“物管义警”队伍，让警网联动更
有机、更紧密、更高效。

■惠山公安举办少年警校授
牌仪式

6月24日，“惠警进校园 安全伴成
长”无锡市公安局少年警校授牌仪式暨

“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江苏省
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学进
行。市公安局、惠山公安分局、惠山区
人大常委会、惠山区教育局相关领导与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二小学领导参加活
动。活动中，市公安局向锡山高级中学
实验学校第二小学授牌，确定该校为无
锡少年警校分校点。随后，惠山公安分
局禁毒大队民警通过一场激烈的知识
竞答，将禁毒小知识带到“小萌警”身
边，帮助孩子们认识毒品、了解危害、拒
绝毒品。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及人员外出需求，车
辆使用频率提高。近期，不法分子通过网络
平台上线充值加油卡APP，再以充值优惠或
者返利等为由实施诈骗犯罪，案件涉案金额
较大，严重侵犯公民财产安全。公安机关迅
速开展宣传防范工作，有效遏制此类案件多
发蔓延。

典型案例：
6 月 16 日，苏州市民赵某报警称，其通

过“油咔咔”APP 充值加油卡 8948 元，平台
客服称每个月返利，现 APP 打不开，被骗后
报警。

6 月 21 日，南京市民陈某报警称，其在
网上搜充值加油卡，进入某搜索链接充值
1000元。后到加油站核实，加油站工作人员
称钱没有到账，遂发现被骗。

6 月 23 日，扬州市民黄某报警称，其通
过“爱卡之家”APP 分别充值 10382 元和
2058 元，并办理了 38 个月和 42 个月的加油
套餐，平台每月返还 600 元到加油卡，现
APP不再返还，客服也失去联系，共计被骗1
万余元。

作案手段：
不法分子通过在 QQ 群、微信群、搜索

引擎内发布虚假充值网站或上线虚假充值加
油卡APP，谎称充值优惠和返利活动，诱骗当
事人线上充值加油卡。当事人充值后，APP
和网站链接均在短期内失效，无法兑现返利
及优惠承诺，甚至充值金额都无法到账。

警方提醒：
1.中石化、中石油所有优惠活动均通过

正规渠道发布：如加油站海报、官方微信等。
2. 如果您通过非官方渠道了解的优惠

信息，请一定拨打客服电话核实，切勿轻信。
3.即使微信公众号有认证标识，也不能

判定其为官方账号。尤其涉及需要在公众
号平台上进行支付操作时，要多方核实平台
资质，发现问题举报交微信处理；确认被诈
骗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榜单数据统计时间为 2020 年 6月 22
日至6月 28日。

智慧技防助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编者按：市域在国
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
启下的枢纽作用。无锡
作为全国首批、江苏首
个“雪亮工程”示范城
市，依托全国唯一的国
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
智慧城市、超算中心建
设所积累的技术优势，
把实现智慧化、现代化
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切
入点和突破口，以网格
化管理为基础，以综治
信息化为支撑，不断完
善升级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建设联网应用，探索
实践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无锡样本”。

水乡苑社区是一个
安置房小区，辖区总面
积 7.8 平方公里，实有
人口约 1.7 万，小区出
租房户占 1/3，外来人
员多，流动性大。为提
升社会市域治理能力，
无锡市公安局经开公安
分局华庄派出所依托新
一代“雪亮技防工程”建
设，创新实施“智联安
居”精准管理，破解出租
房“登记难、隐患多、难
管理”的疑难顽症，取得
实际效果。

在水乡苑三期门口，居民进出社区必须
经过一道加装人脸识别、自助扫码、红外测
温一体式的智能道闸。“用了这个，门口贴小
广告的人都少了，现在大家进出小区都自觉
刷脸过闸，这道闸是我们小区的一道安全保
障。”居民王阿姨说。

智能道闸比对锡康码数据库，只有本小

区登记在册的居民才可通过。这也倒逼“登
记不全、未登记”的租住人员主动办理暂住登
记。疫情防控期间，水乡苑三期刚启用智能
道闸的三天里，共有146人次至警务室办理
登记手续，截至5月底，共有621人次进行了
暂住登记，占水乡苑三期实有人数的20%。

经开公安分局华庄派出所副所长姚云

龙介绍：“原先，上门登记耗费大量的时间，
引入智能技防设施后，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还能够服务基层基础工作，大大减
轻了基层民警的负担，也提升了数据采集的
效率和精准度，解放了警力，让社区民警和
网格员有更多的时间去排查整治社区其他
安全隐患。”

智能道闸，提升数据采集效率

水乡苑社区构建了从高空到地下，从室内
到室外的全方位、立体化物联感知安居体系。

水压不够是许多安置房小区抢险救火
时经常碰到的问题。为此，水乡苑路面消防
栓安装了压力监测器，负一楼地下车库安装
了喷淋系统和消防水泵液位检测系统，实施
检测水压，一旦水压偏低就会触发报警，确
保万无一失。在小区中心位置安装了微型
消防站，并配备消防志愿者、物业公司安管

员、网格员进行消防器材的日常管理维护和
防火宣传。

一楼架空层内，一辆辆电动车井然有
序地停放，每辆电动车前都对应一个充电
电源。这是今年启用的智能充电站，一个
充电桩配十个充电电源，可以同时为十辆
电动车充电。充电桩的投入使用，避免了
私拉电线、电线裸露等安全隐患。一楼架
空层还安装了明火探测器及监控，一旦探

测到明火就会发出报警，并自动启动视频
录制功能。

明火探测、水压检测、烟感报警等智能
物联设备除了具有现场报警功能外，这些安
全数据会迅速回传水乡苑警务室“警网E
治”系统后台，由就近的网格员第一时间接
受指令前往处置。对于经常触发警报的情
形，社区民警进行数据分析、实地查验，从而
对症下药、消除隐患。

物联安居，水电煤全方位监管

水乡苑
点评：上周，受阴雨天气影响，市区道路

通行压力普遍增大。早晚高峰期间，机场高
架、江海路高架、金城东路高架流量密集；解
放南路、复兴路、学前街、五爱路等学校周边
通行压力较大；端午小长假期间，鼋头渚、灵
山、拈花湾等景区周边及各商业综合体周边
道路出现排队缓行。本周继续以阴雨天气为
主，持续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视线不佳，极易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驾车出行请一定降低车
速，加大安全车距，减少变道超车的操作，谨
慎驾驶。

榜单数据统计时间为2020年 6月 22
日至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