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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司法局新闻中心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浦口公安分局“政法网格员”送法进社区
7月28日上午，为积极响应市委政法

委关于“三官一律（警官、法官、检察官、律
师）”、法学会会员沉入社区和网格一线的工
作要求，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促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提升，浦口公
安分局开展“政法网格员”送法进社区、进
村，向当地百姓宣讲法律、交通知识，主动发

挥“政法网格员”协调、指导和服务作用。
永宁派出所民警郑晓波是永宁街道侯冲

社区的一名政法网格员。活动当天，他向大家
普及了新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相关知识，积极宣传骑电动车需戴头盔、如
何防范电信诈骗、出租房屋注意事项等一些在
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内容。另一名政法网格

员、浦口公安分局人口大队教导员王妍也
来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向群众发放宣传单
页、扇子等。王妍说：“政法网格员下沉
社区一线，就是要让居民切实感受到法
律服务在身边。我们通过开展网格的调
研、调查研究，聚合网格的一些资源力
量，组织政策的一些宣讲活动，提升法律指

导水平，积极化解矛盾，防范一些重大的风险，
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对老百姓一些法律方面工
作的宣传。”

据了解，今年6月份开始，浦口区公安分
局总共500多名民警下沉全区467个网格，开
展“政法网格员”工作。

通讯员 刘昱彤 陈欢

7月2日，小吴到小市派出所报警，称
其遭遇了网恋诈骗，前后损失共计10万
多元。

小吴告诉民警，今年4月初，他还在
安徽芜湖老家工作，在一次玩网络游戏时
认识了一名自称正在南京找工作的女孩
小雪，并互加微信好友。两人很快确定了
恋爱关系。没过多久，小雪以生病、交不
起房租、母亲生病等为由，先后向小吴借
了4万多元。

今年6月，小吴主动提出要见一见小
雪，对方也没有拒绝。当年轻漂亮的小雪出
现在小吴面前时，小吴非常开心，带着女孩
在老家周围玩了几天后，一起来到南京合租
住下，打算在南京发展。这段时间，小雪的
表哥陈某也来到南京和他们住在一起，并以
各种理由向小吴借了6万元。小吴虽然有些
不愿意，但想到以后会和小雪成家，也就狠
下心借了出去。7月1日晚上，经过一个多

月的朝夕相处，小雪被小吴的真诚打动，主
动向小吴承认整个事情就是一场骗局。原
来，最初和小吴网聊借钱的其实就是男子陈
某，而自己姓林，不叫小雪，陈某也并不是自
己的表哥。

7月26日上午，办案民警在贵州贵阳
将嫌疑人陈某抓获归案。经审讯，陈某对
诈骗行为供认不讳，交代在网上游戏空间
里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女孩的身份，并物色
诈骗对象，通过网恋方式赢得对方的好
感，最终骗取钱财。经民警调查，自始至
终具体实施诈骗的是陈某，小雪其实姓
林，是陈某的好友，为了1200元的利益答
应陈某冒充小雪的请求。陈某诈骗得来的
10万多元，全部被用于平时的挥霍，早已
花得一干二净。目前，陈某与林某因涉嫌
诈骗罪被鼓楼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通讯员 鼓公宣 朱思远

“女友”良心发现：别再转钱了

今年7月以来，江北新区公安分局连续
接报多起车内财物被盗的警情。接到报警
后，警方在对案发现场周边进行走访调查
后，民警发现被盗车辆均是停放在小区外路
边的面包车，且被盗物品均为鱼竿和钓鱼用
具，很有可能系同一人所为。随着案件侦办
的深入，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公共视频，一名
骑电动车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民警视线中。

男子路过停在路边的面包车后，先短暂观
察，随后通过拉车门的方式进入车内，从发现目
标到得手离开只有短短两三分钟。经过数天
的连续追踪，终于明确了嫌疑人杨某身份和住
址。7月8日晚10时许，办案民警在杨某家中
成功将其抓获，现场查获被盗鱼竿15根、路亚
轮若干，涉案总价值6000余元。

据杨某供述，其平时热爱钓鱼，但经济
拮据舍不得购买好鱼竿，便想到了偷拿钓鱼
爱好者车内渔具。杨某称，他一般都是深夜
在路边寻找目标，发现车内有渔具后就尝试

拉车门，如果车子没锁就将车内渔具全部偷
走。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江北新区
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通讯员 江景轩

■相关新闻
拉车门碰运气 窃贼落法网

日前，市民夏先生来到溧水公安分局经
济开发区派出所报警，称他停放在街边的商
务车内财物被偷，损失3万余元。接报后，
民警立即开展调查。民警通过现场勘查情
况和周边视频监控分析后，成功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甘某并将其抓获。

经审讯，甘某交代，其路过街面停车位
时就会“碰运气”地拉一下车门，如果车门未
锁就在车内翻找盗窃财物。目前，甘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通讯员 徐欢

江北新区警方破获系列深夜拉车门盗窃案

“老乡”推荐“赚钱”平台 女子被骗30多万

李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6月30日，
许某坐上了李先生的出租车。上车后，许某
称自己有一个口罩厂，规模大、效益好。看
到许某这么有能耐，李先生想到了自己还未
找到工作的儿子，便将儿子的情况和许某讲
了讲，希望“许老板”能帮忙解决就业问题。
许某听了后，拍着胸脯打起了包票。李先生
隔天就让自己的儿子小李去面试了，并按照
“许老板”的要求交纳了5000元的培训
费。可交完钱之后，李先生怎么也等不到上
班通知，许某也无法联系上。李先生意识到
被骗，赶紧向小市派出所报警。

根据受害人李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很

快锁定了嫌疑人身份，并于7月28日赶赴
重庆将许某抓获归案。在审讯过程中，民警
还发现许某身上另有其案。据查，今年6月，
许某在南通时听说周先生急于购买一批口
罩，于是谎称自己是某口罩厂生产负责人，只
要周先生先预付5000元定金，工厂第一个给
周先生发货，结果许某收到定金后很快挥霍
一空。在南京行骗后，许某又到了重庆，在一
次酒吧消费却无钱付账时，继续以口罩厂老
板的身份骗了另一名受害人6000元。

目前，许某因涉嫌诈骗罪被鼓楼警方立
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讯员 鼓公宣 谈奥婷

冒充老板到处忽悠 多次诈骗后被拘

7月19日傍晚6点多，浦口区珠泉菜
场一水果摊老板报警，称自己的钱被偷了。
平时，为了方便收钱以及找给顾客零钱，何
先生专门有个放钱的塑料桶，而这个桶一般
就放在水果摊的地上。当天，何先生一直没
留意这个钱桶，临晚收摊时发现桶不见了。

在走访周围群众以及调取周边商铺、路
面的安防视频资料后，民警发现一身穿白色
T恤的中年男子很有作案嫌疑。该男子当
天在何先生水果摊周围徘徊了三次，可是并
没有购买任何水果。后民警发现其拎着何

先生装钱的塑料桶离开了菜场，步行去了菜
场旁不远处的一小区。通过该男子的体貌
特征，民警在该小区走访后得知其就是该小
区的住户李某。

7月22日，民警在嫌疑男子李某住所
将其抓获，李某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李某交代，钱桶里一共有近1000
元。目前，李某被依法采取治安拘留的行
政处罚。当民警将被盗现金退赔给何先生
时，何先生一再对民警的快速破案、及时追
赔表示感谢。 通讯员 刘昱彤 陈欢

老板忙着做生意 钱桶被偷竟不知

6月19日上午，龚先生向横溪派出所
报警，自己租给别人价值70余万的钢板现
在对方一直不肯归还，怀疑自己被骗了。原
来，从去年12月份开始，一位名叫尹某成
的男子5次向龚先生租用钢板，一共租了
210块钢板，只签了一次租赁合同。4月
17日，尹某成最后一次向龚先生租用钢板
时，龚先生哥哥随车送货过去，当到达送货
地点，龚先生哥哥发现尹某成的新工地并未
开工，便心生怀疑，回去之后便将疑惑告诉
了弟弟。4月29日，龚先生前往尹某成工
地验证，发现根本没有开工迹象，便立即电
话联系尹某成，尹某成以各种借口搪塞。为

搞清楚自己的钢板究竟去了哪里，龚先生前
往尹某成仓库查看也未看到，对此龚先生质
问尹某成，尹某成表示自己会在约定时间将
钢板返还。可是，约定时间已到，对方却一
块钢板也没返还。

横溪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展开侦查，
民警找到尹某成，尹某成表示由于疫情影
响，自己工地没开工，便将钢板转给了他人，
可是具体转给谁，却怎么也说不出来。面对
民警的一再审问，尹某成承认自己将钢板以
每吨2800元的价格卖给了废品回收站，获
利44.31万元。目前，尹某成因诈骗罪被
江宁警方刑事拘留。 通讯员 江公宣

租出去的钢板被人卖了 损失70余万元

近日，建邺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联合莲花派出所
社区民警在莲花小区宣传
文明养犬。

通讯员 国武

近日，南湖派出所民警接到市民魏女士
报警称，自己被“老乡”推荐赚钱平台，但接
连充了30多万后，还是无法提现。

据了解，几年前，魏女士在“老乡聚会”
上认识了“老乡”董某并加了微信好友。但
前些日子这位“老乡”董某突然联系魏女士，
称自己有致富路子，问魏女士有没有兴趣一
起。7月19日，魏女士在董某的推荐下下
载了一个名叫“诺亚方舟”的APP。

刚开始魏女士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在该平台账户里充值了1314元并操作押
注，不久魏女士就赚了200多元并成功提
现。魏女士逐渐放下了戒心。随后魏女士

咨询客服得知，办理新会员可享充值20万
元送20888元的福利，于是魏女士往账户
里充值了20万元，平台显示金额确实额外
增多20888元，魏女士又试着提现，但发现
迟迟未到账。询问客服，客服称魏女士输错
了银行卡号，导致账号冻结，需要往账户里
再充值11万才能解冻。于是魏女士按照
客服要求又充值了11万多。不料客服又
告知魏女士触碰到了“危险平台”，要求魏女
士继续充值16万元成为黄金会员后才能
提现，魏女士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目前，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通讯员 国武

7 月 27 日下午，马鞍山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夏为顺，市工商联主席
贺应旭，市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朱俊俊，和
马鞍山市庐江商会会长王文生、书记黄智德、
顾问卢琴、常务副会长王萍、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遵道、上海市马鞍山商会一行，在含山县工
商联副主席龚宗应陪同下，专程前往含山县陶
厂初级中学71集团军某旅驻地，慰问前来支援
含山抗洪防汛的子弟兵，受到热情接待。

近期，受强持续降雨的影响，含山县境内
的牛屯河、裕溪河、得胜河等多处堤防发生圩
坝溃口、管涌、滑坡、塌方等险情。紧急关头，
驻扎在苏州陆军第 71集团军某旅接到了驰援
命令，部队迅雷出动，火速赶往马鞍山市含山
县危堤险段抢险。

71集团军官兵奋战含山防洪抢险第一线，
牵动了马鞍山市工商联（总商会），牵动着马鞍
山市庐江商会、上海市马鞍山商会的企业家们
的心，在市工商联（总商会）的组织下纷纷捐
物，及时将物品送往防汛抗洪一线，为人民子
弟兵提供帮助，以实际行动为防汛抗洪奉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马鞍山市庐江商会、上海市马鞍山商会捐
赠了袜子、背心、短裤、面包、八宝粥、花露水、
爽身粉、矿泉水、统一方便面等。捐赠物品车
辆开进部队临时营地陶厂初级中学，受到子
弟兵们热烈欢迎。部队首长握住夏为顺、贺
应旭的手感激地说，谢谢马鞍山工商联给部
队送来日用物品。夏为顺书记说，子弟兵们，

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随后马鞍山市工商
联（总商会）领导、马鞍山市庐江商会企业
家 、上海市马鞍山商会企业家与部队官兵进
行了座谈。

夏书记说，军民是一家，军民鱼水情。在
国家有困难、人民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刻，你们
子弟兵总是挺身而出 ，总是站在第一线，为国
家分忧，为人民着想，你们是最受尊敬的人。
我们通过向子弟兵捐赠物品这种方式，为防汛

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
际，在此向人民子弟兵表示特别的慰问。

贺应旭主席说，前方打胜仗，后方支前
忙，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这次长江防汛
告急，你们奉命来到含山抗洪抢险，我们马
鞍山人民感谢你们，向子弟兵捐赠物品是我
们应该做的。我们军民团结抗洪，一定能够
战胜汛情。

马鞍山庐江商会会长王文生说，子弟兵

们，你们辛苦了，防洪抢险子弟兵冲在第一线，
我们企业家也要担当社会责任，和你们一起战
斗。通过捐赠生活物品，为一线防汛抗洪子弟
兵提供帮助就是担当方式之一。

部队首长对地方各级组织、企业家们为部
队防汛抗洪提供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
部队防洪抢险大概情况，表示一定不辜负马鞍
山人民的希望，打好防洪抢险硬仗。

海洋风 刘国章

慰问抗洪一线子弟兵活动合影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宁马都市圈

马鞍山市工商联（总商会）马鞍山庐江商会慰问抗洪一线子弟兵
含山汛急，火速驰援！

1955美元/盎司，国际金价创新高
7月以来，南京柜台金价“一天一个价”

近期国际黄金价格一直在涨，伦敦金价在
7月28日一度冲高到1980.56美元/盎司，虽
然当天出现了较大的振幅，但是收盘仍然在
1955.74美元/盎司，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位
1920美元。当年抢购黄金的大妈们，不仅早
已解套，还赚了大钱。29日，直到记者发稿
时，伦敦金价还是保持了红盘。金价屡创新
高，那么南京的金饰品市场情况如何呢？记者
在新街口的几家商场看到，周大福和周生生这
样的中国香港品牌标价已经在570元每克以
上，再加上加工费，金饰价格一克已经过了
600元。而29日南京地产品牌宝庆银楼的金
饰标价也达到了536元。一位营业员告诉记
者，进入7月份以来，柜台的金价可以说是“一
天一个价”，天天在涨。

金饰品价格“一天一个价”
记者在金投网看到，光7月15日以后，周

大福的基础金价就调整了10次，其中只有两

次是下调的，7月17日，从529元下调到525
元，7月29日从573元下调到570元，和7月
15日的529元相比，不到半个月，一克价格就
涨了41元。新百一楼珠宝商场经理毛云翔告
诉记者，相对而言，港资品牌的价格调整更快一
些，跟市场也跟得更紧，而内地品牌相对而言更
加便宜，价格更新也会慢一些，不是说国际市场
金价一涨，立马就跟着调价。现在双休日做活
动后，一些内地品牌可以做到460元到470元
一克，会吸引更多的顾客关注。

现在买金饰的大多是“刚需”
金价上涨，顾客是“买涨不买跌”追涨，还是

观望居多呢？在商场里，记者看到一位来看金
饰的先生，他询问了一个手镯的价格，要两万多
元，摇摇头走了。他告诉记者，由于家人过生
日，老早就想买个镯子做礼物的，元旦看的时候
只要1万多，本想等等看会不会跌下来，没想到
大涨了，现在都要两万多了。这个价格实在有

点“辣手”，还是选个电子产品当礼物吧。毛云
翔说，从商场的销售数据看，近期买金饰的人不
算多，很多顾客都是看看，问问价格就走了。会
下手购买的，都是属于“刚需”，不得不买的，像
是结婚、生日、送礼等等。他说，5、6、7这三个
月，金饰的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9成左右，而往
年每年的金饰销量都是增长的。

购买金条的投资者少了
金饰品买的人少了，商场里投资金条购买的

人多吗？记者注意到29日中国黄金的投资金条
销售价格是441.50元/克，回收价格是425.50
元/克。和加上加工费的金饰相比，这个价格还是
很有优势的。但是在柜台前，看金条的人并不
多。毛云翔说，可能是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多，和去
年相比，购买投资金条的投资者也少了。去年，商
场投资金条销售有不少大单，最大的一笔单子，达
到了500万，但是今年，到现在没有出现过比较
大的单。分析原因，一季度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二

季度以后一方面是金价节节上涨，投资者观望情
绪浓厚；另一方面，近期资本市场，也就是股市的
行情比较火热，投资者的眼光可能更多地集中到
了股市，导致了投资金条遇冷。

业内分析：长期看，黄金价格还
在上升通道中

那么现在的价格买黄金是不是会买在高点
上？一位商场人士向记者分析，黄金是国际化
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市场确定的，预测价格比
较困难。但是以他从事黄金饰品业务这些年
的经验看，黄金的价格总体上一直在上涨，早
些年，一些商场做活动的时候，首饰金价还曾
经低于百元，现在都五六百元了，可以说涨幅
巨大，就是有几年下跌，也是上涨途中的回
调。所以短期看，现在的金价可能不是一个好
的买点，但是长期看，黄金还是在一个上升通
道当中。他笑着说：“不要小看中国大妈，大
妈们大赚钱了。”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金磊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周敏）今
年4月，南京启动新都市建设行动。29日，市
委市政府发布新都市建设行动阶段性成果：
2020年计划投资1245.3亿元，截至目前有
237个项目已开工，开工率为91.2%，实际完
成投资 811.9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65.2%。

新都市建设行动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
突出问题出发，涉及宜居生活提品质、综合服
务添活力、安全韧性补短板、基础设施强功能
4个部分、16个方面，260项任务。其中，宜
居生活提品质方面共计58项，年度计划投资
624.6亿元，目前已开工项目53项，开工率
91.4%；实际完成投资462亿元，占年度投资

的74%。综合服务添活力方面共计28项，目
前已开工项目26项，主要包含文博场馆、历史
街区保护、商业综合体建设等项目。安全韧性
补短板方面共计 110项，目前已开工项目
100项。基础设施强功能方面共计64项，目
前已开工项目58项。

据南京市建委副主任陆一介绍，今年新都
市建设行动发动多方力量广泛参与。比如，国
泰民安片区环境综合整治、建邺区玉兰里、雨
花台区雨花苑小区出新等项目多次召开居民
议事会，征集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规范现
场公示、信息发布，设立接待点、接待电话，收
集建议诉求等，营造群众参与整治、支持整治
的良好氛围。

同时，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专家学者为新都市建设提出诸多有见地、
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就花神庙立交、
虎踞北路—模范马路路口等道路关键节点进
行“微创手术”开展专家组讨论，制定以小微措
施提升节点交通通行效率的改造方案。

作为新都市建设行动计划的重要实施内
容，小微堵点改造、城市路网连通、重大枢纽建
设都以补齐城市安全韧性短板、提升市民交通
出行满意度为目标，实施精细化建设。江东中
路应天大街等小微堵点改造，以优化车行道分
配、优化公交站台位置、增设调头车道等小微
措施，改善重点路段拥堵，提升节点交通的通
行效率。

点星巴克
可用饿了么“快速自取”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7
月29日，主打“在线点、到店取”的星巴克
“啡快”服务登陆饿了么快速自取频道。加上
“专星送”，星巴克两项在线点创新服务，已在
饿了么集齐。这也是2018年饿了么与星巴
克达成合作后，对消费者服务的又一次升级。

对于消费者来说，直接通过饿了么APP
首页“快速自取”频道，就能迅速找到附近的星
巴克门店下单。收到取餐通知后，到店凭借
收到的口令即可领取，大大节省等待时间。
星巴克会员体系已与阿里生态全面打通，“啡
快”接入饿了么快速自取频道后，也实现了会
员权益的同享。点“星巴克”啡快，每消费50
元，可以累积1颗星星。阿里巴巴与星巴克曾
于2018年创新推出“专星送”外卖服务，截至
2019年12月底，“专星送”外卖服务已经覆
盖全国130座城市超3500家店。

完成投资811.9亿元

南京新都市建设237个项目已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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