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日出入境人数13.99万人次

今年以来为市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6亿余元
■ 黄兴

上海警方全力打击惩治“套路贷”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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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集中销毁
一批非法枪支、、管制刀具

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单日旅客创新高

一举抓捕犯罪团伙10人

市民周某举报， 称其为筹资购
房， 于 2013年 11月起陆续向纪某
借款 570万元， 后纪某将债务虚增
至 5000万元， 并通过虚假诉讼的
方式将周某名下多处房产拍卖。

在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
组第 6 小组的直接指挥下， 青浦
分局于今年 6 月 6 日进行首轮收
网行动， 分别在本区外青松公路
多处抓获犯罪嫌疑人纪某等 6 名
犯罪嫌疑人， 并查获大量涉案账
册及被非法侵占的轿车一辆， 又
先后抓获 4 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 举报人周某因公司业

务需要及购房资金短缺等原因先

后于 2012 年 4 月 1 日向上海冠
鹏投资管理事务所 （以下简称冠
鹏公司） 多次借款， 后未能按时
支付相应利息 ， 开始违约 。 其
间， 犯罪嫌疑人纪某伙同犯罪嫌
疑人曹某、 郭某、 钱某等人将周
某带至冠鹏公司内， 通过白天留
置、 夜间看管的方式， 多次对周
某实施非法拘禁， 其间不间断地
对周实施拳打脚踢， 以此达到逼
迫其偿还债务的目的。

目前 ， 该团伙 10 名犯罪嫌

疑人均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勇担使命啃下硬骨头

“套路贷”案件存在发案周期
长、取证难度高、民刑交织多、案
件定责难、 挽损阻力大等众多难
除的“顽根”。 对此，市公安局进入
“全天候”工作模式，从数据梳理
到平台对接、 从线索流转到专案
攻坚， 全体民警一步一步攻坚克
难啃下硬骨头，逐步根除了“套路

贷”犯罪的“顽根”。
同时， 市公安局协调有关部

门在全国率先暂停民间借贷类公

证和咨询类公司注册登记， 并就
部分信息形成相互通报制度。 通
过推动长效机制建设、 加强与相
关监管部门的紧密配合， 有效达
到了综合施策、 堵塞前端监管漏
洞的目标。

“上海模式”要与时俱进

近年来 ，“套路贷 ”作案手法

不断翻新。 对此， 市公安局保持
奋发有为，确保“上海模式”与时
俱进。 一方面，针对“非法放贷、高
利贷”这一源头问题，积极对接相
关部门广泛开展研商；另一方面，
针对人民群众反响强烈、 民怨集
中的，诸如恶性涉赌高利贷、虚高
债务引发的“债权 ”纠纷等问题，
探索制定 《上海市公安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自查及督导检查工作

方案》 等文件， 为后续打击工作
的展开夯实制度堤坝。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逐

渐深入 ， 传统 “套路贷 ” 出现
“美容贷”、 “现金贷” 等新型犯
罪变种， 市公安局加强研究， 找
准差距， 抓住此类犯罪 “非法高
利放贷+非法侵占财产” 等核心
特点和表现形式， 探索新型犯罪
的打击办法， 并形成可向基层推
广的打击模式。 在各部门合力精
准打击下， 本市 “套路贷” 犯罪
得到有效遏制。

本报讯 昨日上午 ， 上海警
方对一批收缴的非法枪支、 管制
刀具进行了集中销毁 。 在现场 ，
大批 “砍刀 ”、 枪支被投入炼钢
炉内高温融化， 化成钢水后再回
收利用。

今年以来， 上海公安机关坚
持 “缉枪”、 “治爆”、 “净网”
全面出击， 强化 “打、 防 、 管 、
控” 综合施策， 持续开展社会面
非法枪爆物品清查收缴， 深入推
进本市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 立案查处涉枪涉爆违法
犯罪案件 142 起， 抓获违法犯罪
人员 181 人， 清理网上有害信息
213 条， 收缴了一批非法枪支和
管制刀具， 有效维护了本市良好
社会治安环境。

“打击枪爆犯罪 ， 建设平安
家园”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专
项行动期间， 通过广泛的宣传发
动， 上海警方得到了社会各界和
市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有不少群
众和单位主动上交枪爆物品， 也
有热心市民积极举报枪爆违法犯

罪线索。 为此， 上海警方向社会
各界和广大市民群众表示衷心感

谢， 并希望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
继续支持公安机关开展的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自觉
抵制远离非法枪爆等物品， 积极
举报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线索 ，
和警方一起共同维护好城市公共

安全。
上海警方表示， 将紧紧围绕

“治枪爆 、除隐患 、保大庆 、护民
安”工作主题，进一步深化宣传发
动，完善并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切
实形成全民抵制非法枪爆物品的

良好社会氛围； 进一步强化侦查
破案， 严厉打击枪爆与其他违法
犯罪行为合流犯罪以及网络贩

卖、非法制贩犯罪活动；进一步加
强清查收缴， 彻底清除社会面非
法枪爆物品； 进一步严格源头治
理，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
点问题整治， 不断完善安全监管
机制，全力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庆、 第二届进博会的顺利举办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切实
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黄兴
图为销毁非法枪支刀具的现

场。 ■上海警方供图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包璐影） 超强台风 “利奇
马” 过境北上后， 浦东国际
机场口岸大量旅客开始集中

出入境。 记者从上海机场边
检站获悉， 前天， 该口岸出
入境人数高达 13.99 万人次，
创单日历史新高。

据悉， 受 “利奇马” 影
响， 8 月 10 日浦东国际机场
出入境航班出现大面积延

误、 取消， 原计划 600 余架
次起降国际航班， 实际抵离
港仅 50 余架次， 约 10 万名

旅客出入境受阻 。 8 月 11
日 ， 随着台风的离沪北上 ，
机场运行逐渐恢复正常， 但
大量旅客的集中出入境， 给
口岸通关带来严峻挑战。

上海机场边检站第一时

间启动保安全、 保畅通应急
预案 。 各级领导靠前指挥 ，
民警、 文职全员上岗通宵值
守 ， 实施 24 小时 “跨队警
力支援” 特殊勤务， 进一步
加大自助通关引导分流力

度 ， 全面提高边防检查效
率 ， 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

关。 与此同时， 为因台风误
机的 “国际转国际” 外国籍
中转旅客开启专用验放通

道 ， 为其审核 、 签发 24 小
时临时入境许可， 方便其合
理安排行程。

据统计， 8 月 11 日零点
至 24 时， 经过 24 小时连续
奋战， 上海机场边检站共查
验出入境人员 13.99 万人次，
其中自助通关 5.56 万人次 ，
两项数据均创单日历史新

高， 有力地保障了浦东国际
机场口岸恢复运行常态。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通讯员 范希伟 ） 昨
晨 6 时 45 分 ， 随着最后一
艘大型国际邮轮准时靠妥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受台
风 “利奇马” 影响而推迟进
港的 “盛世公主号 ”、 “海
洋光谱号” 和 “地中海辉煌
号” 这 3 艘国际邮轮陆续安
全靠港 。 14000 名旅客在台
风过境后， 第一时间安全抵
达上海。

记者了解到， 这 3 艘国
际邮轮原计划8月 10日或 11
日进港， 但因 “利奇马” 而
影响了归期。 在听从上海海
事局的建议后， 3艘邮轮均选
择在日本海域避风。 台风过
后， 许多同样避风的船舶大
量进出长江口深水航道， 给
保障邮轮安全进港带来不小

的挑战。 对此， 上海海事局
提前部署， 按照疏港 “客轮
优先 ” 原则和邮轮 “五优
先” 工作机制， 全力保障邮

轮安全有序顺利进港。
据介绍， 为保障疏港期

间通航秩序， 确保邮轮优先
安全靠泊， 上海海事局所属
吴松海事局和宝山海事局在

台风减弱后立即开展相关工

作。 因长江口深水航道可能
因受台风搅动泥沙而导致水

深变浅， 一方面， 海事部门
主动协调测量船对航道进行

初步测量， 保障邮轮进港安
全。 另一方面， 积极与船方
和引航站等单位提前确认航

行计划和靠泊时间， 优先编
队进港。

上海海吴淞海事局 VTS
(水上交通管控) 中心对船舶
进行重点标识， 按照邮轮 3A
（Anytime、 Anywhere、 Any鄄
thing） 工作法进行监控， 在
通航复杂水域提前做好交通

组织， 对异常船舶进行点对
点提醒， 确保航道畅通， 通
航有序。 宝山海事局海事巡
逻艇在重点水域对邮轮进行

重点护航。 最终， 昨日凌晨
起， 三艘国际邮轮依次安全
靠港。

此外， 记者还从上海海
事局了解到， 上海海事局防
御今年第 9 号台风 “利奇
马” 期间， 累计出动海事船
艇 604 艘次 ， 共开展宣传
46000 余 艘 次 ， 疏 散 船 舶
1700 余艘 ， 保障辖区 1400
余艘避风船舶安全。 台风过
后， 上海海事局积极与相关
部门做好沟通对接， 对长江
上海段以及黄浦江水域船舶

通航密度进行有效疏导和管

控， 按照 “安全有序； 邮轮
优先； 先航道、 后锚地； 先
集装箱船、 货船， 后危险品
船、 油轮” 依次疏港的总体
原则， 周密部署开展各项疏
港工作， 尽快恢复港口生产
作业。 截至发稿时， 上海海
事局累计疏港 2100 余艘次，
目前疏港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中。

14000名邮轮旅客安全抵沪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掀

起新一轮打击惩治“套路贷”犯罪专项行动高潮。今年 1月以来，共摧毁“套路贷”犯

罪团伙68个，刑事拘留417人，为市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共计1.6亿余元。相关经验做法被公

安部总结为“上海模式”在全国推广。

●“利奇马”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