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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青 融媒记者
张婷）网恋3个月，女子听信

“老公”指导，想靠赌博发
财，结果不仅7万元积蓄全搭
了进去，还背上了19.55万元
的贷款，而“老公”也消失无
踪。近日，吴江区公安局就接
到了这样一起警情。

今年5月中旬，家住松陵
街道的周女士在一个交友网站
上结识了男子“郑文建”，两人
互加微信后，便开启了热恋模
式，短短十多天就以“老公”“老
婆”互称。一次聊天中，“郑文
建”向周女士推荐了一个网上

赌博平台，称自己可以带着周
女士赚钱。在“郑文建”的指导
下，周女士充了500元试玩，当
天就赢了217元。几次三番下
来，周女士对此深信不疑。

之后“郑文建”告诉周女
士，该平台正在搞活动，活动
分为5万元、10万元、20万
元三档充值，充值越高所赢的
彩金越多。周女士最先充值了
5万元，最终赢了2万元。抵
不住诱惑，周女士又准备充值
第二档10万元。但周女士只
有7万元的积蓄，虽然有赢来
的2万元，但依旧凑不足10

万元的充值金额。就在周女士
准备四处筹钱时，“郑文建”
主动在平台里帮周女士补足了
10万元，此时，周女士更对
这个“老公”深信不疑。

然而没过多久，周女士发
现赢来的钱没办法像以前一样
提现了，她立即咨询“客
服”，对方表示周女士只有充
值完成第三档，也就是20万
元，才能提现。周女士实在拿
不出20万元，渐渐地，平台
账户上的钱也全部输光了……

钱虽然输光了，但周女士
并没有责怪“郑文建”，反而

提出了见面的要求，但“郑文
建”却表示，除非帮周女士把
钱赚回来，否则自己没脸见
她。由于周女士实在拿不出本
钱赌博，“郑文建”就推荐她
去网上贷款，在“郑文建”的
指导下，周女士最终贷款
19.55万元，扣除担保费，实
际到账了18.8万元。周女士
又将钱全部充进了赌博平台，
这回周女士没有延续当初的

“好运”，最终输得只剩下600
元，还没法提现。此时，“郑
文建”一边安慰她一边表示他
目前人在国外，回国后会立即

把周女士输掉的钱还给她。
起初，沉浸在热恋中的周女

士对“郑文建”没有丝毫怀疑，直
到8月1日，周女士发现自己联
系不上“郑文建”，在朋友的提醒
下，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受骗
了。辗转反侧几天后，周女士最
终到松陵派出所报警。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破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赌博
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更不要轻
信网友推荐的各类网络赌博平
台，以免在违法的同时落入诈
骗陷阱。

女子轻信网恋“老公”参与网赌
输光积蓄还背上近20万元贷款

家住震泽的小澄（化名）
是个“学霸”。除了刚进高一
时的2次考试，她高中三年里
的成绩总能排进年级前十，到
了高三更是稳定在年级前五。

但这次高考，小澄却有点
发挥失常。对366分的成绩，
小澄并不满意，按照平时的水

平，小澄应该能考 380分左
右。最后，小澄填报了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今年秋天，她将
进入该校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对于未来，小澄说自己想
好好学习，以后当个会计，跟
自己的小姨一样，考取最难的
CPA （注册会计师） 证，多

挣点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小澄的爸爸告诉记者，在学

习上，小澄从来没让他们夫妻俩
操过心，小澄从来不补课，“可
能是她在课堂上学得比较认真
吧”。

小澄的爸爸说，自己15岁
就从河南老家来震泽打工。后来
回老家结婚，之后又带着爱人回
到震泽奋斗，并在震泽迎来了小
澄和小澄弟弟两条新生命。6年
前，小澄上初中需要落户，夫妻
两人向亲戚借遍了钱，凑了首
付，买了一套53万元的房子。

小澄的爸爸和妈妈都在纺织

厂里上班，工资不高，既要偿还
每月2000多元的房贷，又要抚
养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这对夫
妻两人来说压力不小。

为了帮爸妈减轻负担，在亲
戚的介绍下，小澄7月份去了梅
堰一家幼儿培训机构当老师，给
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辅导暑假作
业。

培训机构需要8点半到岗，
小澄7点半就要出门，乘公交车
去培训机构。现在，小澄已经完
成了为期30天的辅导工作，并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工资，
2700元。

小澄说，自己还暂时没想好
怎么分配这笔钱，不过她想在开
学之前给爸妈买两套新衣服，“为
了撑起这个家，他们省吃俭用，
衣服穿了好几年都没换过。我去
南京那天，希望他们能穿着新衣
服送我去火车站”。

小澄说，往后的寒暑假，她
也会像现在一样去外面打工，挣
来的钱在父亲节、母亲节，还有
爸妈生日的时候给他们买礼物，

“如果还有剩下的钱，那就补贴家
用好了”。

如果您想帮助小澄，请拨打
助学热线15806252009。

女孩高中三年成绩优异 暑假打工挣钱

“我要让爸妈穿上新衣服送我上学”
融媒记者 沈卓琪

本报讯 （见习记者倪书
喆）昨天下午，太平洋产险吴
江中心支公司举行了水产养殖
气象指数保险赔款发放仪式。
距离台风“利奇马”肆虐吴江
仅一个工作日，太保产险吴江

中支就已迅速完成了水产养殖
气象指数保险的查勘和理赔工
作，合计赔款36.3万元。

赔款发放仪式上，太保产
险吴江中支将水产养殖气象指
数保险理赔款送到了农户手

中。水产养殖气象指数保险是按
照气象局发布的降雨指数或高温
指数进行赔付的保险，它借助第
三方的数据达到快速、精准赔付
的目的。此次台风给吴江的水产
养殖户造成了一定损失，太保产

险创新启动“e”农险气象指数保
险智能自动理赔服务，快速完成
理赔。“从接报案，到赔款至农户
手中，吴江中支大概用了半天时
间，是苏州最快的支公司。”太保
产险苏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一些增氧设备和简易棚都被
台风吹掉了，养的螃蟹也跑了不
少。保险公司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给我们赔款，我很高兴，现在遇到
自然灾害，我们也没有后顾之忧
了。”水产养殖户张红华说。

太保产险吴江中支迅速完成养殖户赔付工作
共计发放理赔款36.3万元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对农民来说，即使夏日炎炎，也
依旧需要在田间地头劳作。近
日，记者在桃源镇的一处农田中
看到，几位农民正在田间采收
蔬菜。该处农田承包人陈女士介
绍，近来天气炎热，蔬菜的种
植、采收、运输、储存成本都有
所上升，因而蔬菜价格也有所上
涨。目前鸡毛菜的采购价在3元
一斤左右，小青菜在1.5元一斤
左右。图为农民在采收蔬菜。

（韦欢摄）

夏 日
劳 作

本报讯（融媒记者贾黎）清
理“牛皮癣”、拆除违章建筑、
清运垃圾……近日，盛泽镇综合
执法局会同盛泽交警中队、荷花
村村委会，对南霄开发区下沙荡
路开启了综合整治行动，据悉，
整治完成后，该路段的环境将得
到进一步改善。

下沙荡路长约1230米，贯
穿南霄开发区，交通流量较大。
由于该路段区域企业多、商铺
多、人员多，加之属于村道，导
致该路段违章停车、占道经营、
乱搭乱建、道路环卫保洁不到位
等问题突出。

针对这一情况，前期，相关部
门对该路段进行了实地查看，并
制订了整治方案，发放了整治通

知书。整治通知书发放后，多数商
家、企业按照要求进行了整改，但
仍有部分商家、企业未整改到位。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商家、企
业，盛泽镇综合执法局会同盛泽
交警中队、荷花村村委会启动了
为期约10天的综合整治行动，
预计将拆除道路两侧违章建筑8
间约780平方米，拆除违规设置
的户外广告 26 处，并清理围
墙、电线杆上的“牛皮癣”。同
时，还将对占道经营、流动经营
行为进行整治。

此外，在道路两侧，相关部
门还将合理规划停车位，规范停
车秩序。综合整治行动结束后，
该路段将进入长效管理阶段，杜
绝影响市容市貌行为的“回潮”。

盛泽综合整治下沙荡路区域环境

提升乡村干道“颜值”

本报讯 （融媒记者邱纳）
“谢谢，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近
日，在吴江区中医医院内，一名
60多岁的男子不停地向平望镇
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几名工作人员
致谢。

当天上午9时许，平望镇综
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胡正
清、沈奇等5人，像往常一样，
驾驶电动车自南向北沿着524国
道巡逻，行驶至平望二中旁边
时，看见有几名群众围在一起，
疑似发生了车祸。队员们立马上
前查看，发现一名老年男子满手
是血。围观群众讲述了事情的发
生经过：这里是公交站台，事发

时，正好有一辆公交车停靠，老
人骑着三轮电动车在超越公交车
的过程中，被一侧同时超车的货
车刮擦了左手。

此时，货车与公交车早已驶
离，但老人手上鲜血直冒，无法驾
驶三轮电动车，站在那儿不知所
措。于是，胡正清等人马上就近买
了纸巾帮老人止血，并用巡逻车
将老人送医院就诊，并报了警。

到了医院急救室，老人手上
的伤口缝了十几针，队员们一直
在旁边陪护，待交警来了完成移
交后才离开。临走前，队员们还
叮嘱老人以后驾车一定要多注意
观察路况，以免发生意外。

六旬男子超车被刮擦鲜血直流

执法队员护送老人及时就医

□ 关注抗击台风“利奇马” □

（上接01版）具有防紫外线、阻
燃、防菌等多种功能，今年投放
市场以来，深受国内客户青睐。

鲍惠荣介绍，在公司80%
的内销产品中，主要是弹力布在
唱“主角”。“当前市场上，弹力
面料很流行，基本上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像优衣库、阿迪达斯、
乔丹、H＆M等知名服装品牌公
司，再如普拉达等高端服装品牌
公司，都是我们的客户。”鲍惠荣
说，经过一路摸索总结，近年来，
南华纺织已打造了一条从织造到
印染后整理再到贸易的完整产业
链，产品主要用于生产高档时装
与运动型服装。

同时，南华纺织还注重设备
的升级换代，以大批量生产优质
新品。今年以来，公司陆续投入
5000多万元，用于引进日本津
田驹织布机、前道整浆并设备以

及相应配套的加捻机等，这些设
备预计将于10月份正式投用。

鲍惠荣介绍，新设备的投
用，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
值。“以前，设备运转时，遇到
断经断纱的情况，机器会自动停
转，现在的设备更‘敏感’，遇
到起毛线的情况，也会自动停
机，这样一来，我们的产品，在
质量上得到了更好的保证。此
外，新设备也给我们研发出的新
产品提供了量产基础。”

最近，南华纺织又将打造智
能车间提上了议事日程。“智能
车间内，我们将科学设计轨道，
利用高清探头代替人的眼睛，对
生产各道环节进行巡检，在减少
用工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鲍惠荣说，伴随5G
时代的到来，相信智能工厂将为
企业发展注入无穷新动能。

南华纺织整理厂“逆流而上”

（上接 01 版） 在引进高端要素
上、在服务企业发展上、在铸造
工作品牌上展现新作为，在吴江
打造“创新湖区”、建设“乐居
之城”的新征程中展现价值和担
当。

王庆华要求，相关区镇和职
能部门要一如既往高度重视科技
镇长团的重要价值，在工作上全
力支持，在生活上倾情照顾，解

决后顾之忧。要千方百计为科技
镇长团成员在吴江干事创业创造
更好条件、营造最优环境，帮助各
位专家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
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崭新业绩。

副区长、第十一批科技镇长
团团长李运波对第十一批科技镇
长团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第十
二批科技镇长团团长许诺作表态
发言，新老团员代表作了交流。

发挥优势 展现价值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