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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地 大市场

《今日永嘉》推出便民资讯分类信息版块，商业信

息全年刊登将享受特别优惠。

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

招生招聘

◆招洗车工，包吃住。

电话：13989729125

遗失启事

◆遗失岩坦镇佳溪村麻荣
益 残 疾 证 一 份 ，证 号 ：
33032419491111637344，声明
作废。

慈善捐资光荣榜
（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

厉筱莲 30000元
郑建兴 15000元
金溪镇六龙村党支部 6300元
李莹、叶连海 38000元
胡文英 10000元
黄晓娟 70000元
章林友 100000元
戴康飞 20000元
金衍表 67000元
桥下村党支部 500元
中国石化温州石油分公司 50000元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5890元
永嘉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0000元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温州中心支公司100000元
潘 源 56900元
永嘉县读书学会 10000元
大自然小区慈善工作室 12000元
乌鲁木齐永嘉商会 100000元
浙江新城纽扣饰品有限公司 30000元
广州莎米亚皮具有限公司 10000元
育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000元
林祥雷 128000元
厉建林 5000元
合 计 1194590元

本报讯 20多岁的姑娘在热
闹街头，先是搜寻目标，以钱包被
偷、遗失，或者没钱搭车、吃饭为
理由，骗取路人的同情心，继而

“借走”路人钱财。金额要求不
多，几十元到几百元均不强求，现
金或通过微信转账均可，看似真
实且获取的都是小钱，但实则是
一诈骗团伙在街头利用大家的善
心和好意而行骗，短短几个月该
团伙跨7省，诈骗金额高达50余
万元。近日，我县警方成功在苍
南县某酒店内抓获了 12名涉嫌
诈骗的嫌疑人，破获一起以“苦情
戏”行骗的系列诈骗案件。

街头好心相助不料被拉黑

“大哥，我是外地来这找朋
友的，可我钱包丢了，能借我点
钱买饭吃吗？我找到朋友就还
你。”20多岁的姑娘，衣着整洁，
一脸无助，在热闹的街头像路人
寻求帮助，且要求金额不多。

出于好意，我县的王先生觉
得这姑娘看着可怜，但手上无现
金，便加了姑娘的微信，并向其
转账 50元，姑娘很感激的表示
一定会将钱如数归还。然而不
一会儿，王先生发现被拉黑，感
觉被骗的王先生选择了报警。

随后几分钟，我县警方又接到
市民陈女士报警，称自己下班回家
时，遇到一男一女，称自己钱包被偷
没钱吃饭，提出向她借点钱吃饭并
留下号码，承诺会尽快还钱。借给
他们150元之后，陈女士拨打对方

电话发现是空号，怀疑自己被骗。

深入追查牵出一诈骗团伙

连续性的两起报警，引起了
我县警方的重视，随着调查的深
入，警方发现该传统形式的诈骗
并非个人行为。我县警方通过
信息收集、研判，发现该诈骗的
团伙在鹿城、瑞安、苍南一带出
现，便立即开展立案侦查。

专案民警通过半个月的细致
摸排，确定了田某等安徽籍的12
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根据搜集到
的线索，民警很快确定了该诈骗
团伙的准确藏身住处。5月20日
凌晨5时，民警经过严密布控，雷
霆出击，在苍南一酒店内将正在
熟睡的田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一
举抓获，当场缴获作案工具一批。

经查，12名犯罪嫌疑人均为
安徽籍街头诈骗流窜人员。该团
伙今年2月至今，先后从江苏省
南通市一路南下，沿途诈骗。主
要通过上演“苦情戏”，谎称找工
作、找朋友却丢失钱包博取路人
同情心，屡屡得手。原本计划下
一站前往福建，但令犯罪团伙没
有想到的是，他们来到我县作案
后却没能逃过警方打击。

该团伙女性居多，利用女性
柔弱的特性实施诈骗，据初步统
计，该团伙今年已诈骗金额50余
万元。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街
头遇到陌生的人索取财物时，一
定要擦亮眼睛，给真正需要帮助
的人提供帮助。 特约记者陈笑

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向本
报市民监督团热线 82972222反
映，称在县城环城西路路口附近
存在很多违章建筑，有石料加工
厂，也有酒店违章搭建的仓库，
这些违章建筑就位于223省道旁
边，严重影响到了县城入城口的
形象。为此，记者和市民监督员
来到现场进行了探访。

市民反映的违章建筑就位
于环城西路路口、越江大桥的两
侧，在越江路与中塘溪之间有一
片1000多平方米的空地，空地上
有一条小道连接望江路。记者
进入该片空地看到，里面是一家
花岗岩加工厂，空地上堆放着大
量的花岗岩板材，靠近浦口村仓
龙宫和越江路两侧有着许多简
易棚，棚内的花岗岩切割机正在
进行作业，现场10来位工人忙着
清洗、打磨等工作。

厂区的简易棚非常简陋，有
的用铁架搭建，加盖铁皮和油毡
纸棚顶，有的只用几根毛竹做支

撑，拉起遮阳布就成了加工区
域。由于越江路连接越江大桥
路段的路面比较高，在该路段俯
视空地，厂区的情况一览无余。

该花岗岩加工厂负责人朱
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此从事花岗
岩加工已经有24年时间，空地是
浦口村的，他三年一次付给村里
租金，租期已经到明年的12月。
朱先生说，之前已经有工作人员
通知他搬迁，他也在其它地方选
好了场地，但由于租期没到，所
以一直还没搬迁。

另一侧是越江路与海上天
大酒店之间的空地，在靠近海上
天大酒店的一侧，连着酒店墙体
搭建了一个“豪华建筑”，古铜色
的梁柱，灰白色的墙体，旁边还
搭建有可伸缩的铁棚，对面空地
上还建有小屋，里面有厕所，也
有住房。

海上天大酒店一管理人员告
诉记者，古铜色的建筑和铁棚是他
们酒店搭建的，古铜色的建筑是做
为仓库使用，而对面的小屋并不是
他们酒店的。这些建筑和铁棚在
酒店建成时就已经有了，以前是比
较简单的铁棚，后来经常被台风
损坏，一年前改装成了现在的样
子，但该建筑都是钢架螺栓连接，

可以随时拆除，酒店也会配合政府
部门的工作。

对此，记者联系了相关街道
办事处人员，但没想到的是此区
域成了监管的“盲区”。东城街
道有关人员告诉记者，该区域应
该是南城街道管辖区域，因为区
域内的产值上报、工商登记都在
南城街道，还有消防安全、安全

生产监管也是南城街道。虽然
浦口村划分在东城街道，也就是
说人是属于东城街道，但地是属
于南城街道的，所以他们也不好
去监管。

然而，南城街道却有着不同
的看法，相关人员给记者出示了
一张区域划分图说，他们是根据
县城三个街道区域划分图开展

工作的。从图纸上看，违章区域
确实划分到了东城街道，但东城
街道有关人员表示，区域划分图
和正式批文存在着差异，正式批
文是以环城西路为界，图纸上是
以中塘溪为界。

由于该辖区的监管属地问
题，记者也只能无果而返。本报
将继续予以关注。 记者孙佰林

谁来监管这个20多年的违章建筑
位于县城环城西路路口附近，东城街道和南城街道各有说法

街头上演“苦情戏”
流窜7省行骗50万
这个12人的诈骗团伙来到我县作案后被抓获

龙山公园沿路被建筑垃圾侵占
东城街道称，这些建筑垃圾大多是私房拆建户夜间偷倒，曾多次组
织清理，以后要在审批建房时考虑交纳押金等约束行为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县
民政部门获悉，我市新推出
了为民办实事项目“一键
通”，可以绑定老人的手机，
拿手机拨打服务热线，就有
专业人员上门为老人服务。

据了解，这是为 80周岁
以上有需求的老年人买单定
制的每月 20 元的基础服务
包，包括紧急呼叫、主动关
怀、特殊助急、助餐、助浴、助
洁等服务。除了每月20元的

服务包，还能个性化定制自
己需要的养老服务，但额外
费用就得自己支付了。

只要年满80周岁以上的
温籍老人，本人或亲属可持
申领人身份证到居住地所在
镇街或社区填写申请表，民
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享
受“一键通”服务。咨询电话
温州市民政局：89985185，县
民政局：57687296。

记者馨文

“一键通”开启
居家养老新模式
80周岁以上老人可向居住地所在镇街
或社区申请

本报讯 昨天清晨 7 点
30分左右，三塘线（瓯北山
背老化工厂后面）瓯北往千
石方向山路发生塌方，目前
施工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为
确保施工期间交通安全畅
通，交警部门决定从 5月 23
日至 6月 13日，对三塘线(乌
山路路口至楠溪江大桥头)
实行交通管制，实行车辆单
向通行措施。

据了解，交通管制期间，

瓯北出发往上塘方向的车辆
要从乌山路路口至楠溪江大
桥桥头单向通行。上塘方向
出发往瓯北方向的车辆要从
104国道过双龙山隧道或绕
瓯北大桥通行。请过往机动
车驾驶人按照道路交通标志
标线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
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对
于违反规定的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处
罚。 通讯员瓯交

本报讯 日前，桥头镇窑
底村一老旧民房发生火灾，
厨房里还有一煤气罐正在泄
漏，极易引发爆炸。接到报
警后，桥头派出所民警和消
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争分
夺秒抢险，半小时后排除了
险情，现场无人员受伤。

据了解，当时，该老旧
民房因为电线老化引起火
灾，许多棉被正在燃烧，而
厨房煤气罐的阀门坏了导致
煤气泄露，整个屋子弥漫着

难闻的煤气味，随时有爆炸
可能。民警达到现场后，当
即打开门窗降低室内煤气浓
度，并疏散周围群众。同
时，出于安全起见，民警在
现场口头严禁居民及围观群
众拨打移动电话及吸烟，以
防不测。消防人员先对房间
的明火进行了扑灭，随即对
厨房内的煤气罐冲水降温，
最后将煤气罐移动到了安全
区域。

通讯员 张晓芳

老屋起火煤气泄漏
争分夺秒排除险情

瓯北山背塌方
实行单向通行
时间为昨天起至6月13日，目前施工单
位正在全力抢修

本报讯 前天下午，在 104
国道永嘉千石高架桥下，一位
开奥迪轿车的女司机在红绿灯
路口跟车太近，顶飞前面正常
行驶的出租车，事故造成出租
车副驾驶座乘客头部擦破了
皮，幸好无大碍。

事故发生后，出租车的车

头顶到了路边钢化护栏上，驾
驶室内两个安全气囊也弹出
来，前挡风玻璃被撞破裂。奥
迪轿车驾驶员吴女士说，当
时，她以为前面的出租车是要
转弯，判断失误就直接给顶飞
了。随后，交警对双方驾驶员
进行呼吸式酒精测试，排除了

酒驾行为。
由于吴女士跟车太近没有

控制好车速，才导致本次事故
发生，所以负本次事故全责。
交警提醒，驾驶员在行驶途中
一定要在控制好车速的前提下，
还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通讯员廖克理

跟车太近 顶飞出租车

争议地块

本报讯 近日，一辆奥迪轿
车行经桥头镇商二街与桥头中
学东路路口时，与一辆起亚轿
车发生碰撞，起亚轿车直接被
奥迪轿车“带跑”，由于安全气
囊弹出遮挡住了视线，起亚轿
车驾驶员慌乱之间连忙踩刹

车，结果车子又被“带回来”
追尾到奥迪轿车尾部。

交警根据现场勘察的结
果和双方当事人叙述，对事
故进行鉴定。由于奥迪轿车
驾驶员行经事故路段，没有
按照规定让右侧车辆先行，

负事故主要责任，起亚轿车
驾驶员负次要责任。交警提
醒，驾驶员在驾驶机动车行
径路口时要多注意观察，在
行 经 没 有 信 号 的 十 字 路 口
时，应让右侧车辆先行通过。

通讯员单海建

路口不让 主责没商量

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向本
报记者帮帮团热线 67261234反
映，称自己在上塘龙山公园登山
时看到，环山公路边堆积了大量
建筑垃圾，公路边的植被糟到
了破坏，严重损害了公园的形
象，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清
理，给市民一个良好的登山健
身环境。

记者来到东城街道浦东
村，从环城北路北侧的一小道
进去，就到了龙山公园环山公
路的路口，只见路口处有许多
新房刚刚落成，一些房屋正在
进行装修。而在环山公路内侧
倾倒着一堆建筑垃圾，山角处
还弃有破沙发等生活垃圾。

记者顺着公路上山，大约行
进了 200多米，在一拐弯处又发
现许多建筑垃圾，垃圾沿路倾倒
堆积了 10多米，这些建筑垃圾
中还夹杂着大量塑料袋、破旧的
生活用品等。再上去就到了谢
灵运主题公园的牌楼附近，在该
处的路下方，又有一大堆建筑垃
圾，一些垃圾使用蛇皮袋包装，
扔在路边的林地间。不远处，还
有一些建筑垃圾沿着公路外侧
的斜坡倾倒，斜坡下方形成了一
条“垃圾瀑布”。

一位正在登山的市民告诉
记者，他经常会到龙山公园锻
炼，这些垃圾倾倒在公路边已经
很长时间，以前曾有清理过，但
没过多久又会出现，而且环山公
路边还被人松土造地，用来种植
瓜果蔬菜，公园已经变得不像公

园，也影响了锻炼的心情。
对此，东城街道宣传委员谢

永长告诉记者，龙山公园环山公
路沿线出现建筑垃圾的情况已
经很长时间，街道也曾多次组织
清理，花去了 2 万多元清理费
用。这些建筑垃圾大多是私房
拆建的户主倾倒的，而且都是在
晚上的时候偷倒，很难被发现。

再说，街道没有清理建筑垃圾的
专项经费，同时清理出来的建筑
垃圾也很难处置，目前上塘还没
有建筑垃圾消纳场。接下来，街
道会继续组织人员进行清理，还
要在审批建房的时候就要考虑
到这些问题，比如建房前要交纳
押金，约束偷倒行为。

记者孙佰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