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件 写 真

综合新闻 2018年3月12日 一版责任编辑 朱伟文 本版责任编辑 何娉 E-mail:hkbs765@163.com2

聊天软件上的“熟人”竟是骗子
虹口区人民法院宣判一涉案金额达144.7万余元的诈骗案件

■通讯员 朱春叶

熟识的亲朋好友突然更换QQ号码或者加入聊天软件，
没说几句又以各种理由要求转账，这种老套的诈骗手段似乎
已逐渐没有了市场。然而，利用信任关系，以虚假的转账截
图为幌子要求对外转账却让许多人跌入了圈套。

区人民法院日前对一起利用聊天软件实施诈骗、涉案金
额高达144.7万余元的案件一审宣判，被告人陈某臻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陈某敏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从犯
处有期徒刑5年至11年不等，并处罚金3万至8万元不等。

假“张总”吩咐财务真转账

经公司秘书推荐，财务陈小姐新添加了公司总经理张总
的微信。不久，陈小姐就收到了张总的信息，“我与材料厂夏
总有一个合同，之前他曾经给过我48万元预付款，现在这个
业务取消了，把钱退还到他账户”。与信息同时收到的，还有
一张两人间曾转账48万元的银行记录以及夏总目前的个人
银行账户。

出于对张总的信任，陈小姐很快将公司 48万元转入所
谓夏总的银行账户。然而，当陈小姐再一次联系对方时，对
方早已杳无音讯。

据了解，自2015年7月至案发，该犯罪团伙事先在各大

招聘网站上寻找目标公司，讨要公司通讯录等信息。在获取
公司通讯录后，该团伙人员以公司管理层名义添加公司财务
人员微信，并借口业务取消等理由将款项退至某一指定账
户，从而实现非法获利目的。

缺钱“亲戚”变成陌生人

“老号码不用了，保存下新号码。”“这笔钱我支付起来不
方便，我先转给你账户，你再付给他。”除了单位被害人，还有
53名个人也同样“中招”，犯罪团伙通过聊天软件网罗被害
人，查看对方个人空间，找寻特定的生活信息，同时下载与被
害人熟识的亲朋好友的QQ头像，诱骗对方加好友。此后犯
罪团伙借口买机票、帮助充值电话费，以及他人急需借款但
以自身名义出借事后不好意思催讨等为由，要求以被害人名
义出借，并称可先将钱款转账给被害人，在被害人同意后，犯
罪团伙随即发送伪造的银行汇款凭证截图给被害人并声称
银行汇款到账具有延迟性，致使被害人信以为真，将自己的
钱打到了指定银行账户内。如此炮制，被害人个人转账金额
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最高达到20万元。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8名被告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电信网络技
术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实施诈骗，其中陈某臻等五人诈骗数额
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考虑到主从犯及犯罪前
科情况，法院一审作出上述判决。

东虹公司表彰“十佳优秀女职工”

百名女性接受“两病”公益筛查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3月8日，区妇幼保健所开

展乳腺癌、宫颈癌“两病”公益筛查活动。
活动中，医务人员向市民发放了“两病”防治宣传

材料，呼吁公众关注女性健康。100位社区低收入女
性免费获得了HPV-DNA检测和液基细胞检测等最新
技术的服务。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及区妇幼保健所的
多位专家还现场坐诊，为前来筛查的女性市民提供健
康咨询和HPV防治知识普及。

据悉，作为中国癌症基金会在上海的唯一合作单
位，区妇幼保健所已连续13年举办该项公益活动。今
年活动的主题为“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

巾帼无偿献血庆节日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3月8日，虹口区彩虹献血

屋迎来了不少女性朋友参加无偿献血，以这种特殊的
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现场，记者看到一名志愿者正在单采血小板。这位
志愿者名叫刘冬梅，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献血经历最早
可以追溯到1991年。2007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
了解到血小板在临床上的用途更广，于是就义无反顾地
加入到了捐献血小板的队伍中。至今，她已经捐献了血
小板154个单位。而志愿者张文英阿姨的经历则更为
特殊。原来，张阿姨的父亲曾因重病遇到用血困难，让
她感受到无偿献血对患者的重要。因此，尽管当时她已
经50岁，但她还是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希望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这项公益行动。

当天，为了向前来献血的女士们表示感谢，区血液
管理办公室还特别为她们准备了美丽的鲜花，祝福每
一位充满爱心的女性朋友妇女节快乐。

江湾举办珠宝鉴赏知识讲座
本报讯（记者 钱晶）3月7日，一场由江湾镇街道

团工委、江湾镇街道侨联主办的珠宝鉴赏活动在中图
蓝桥多功能厅举行，来自江湾镇街道的近50名妇女同
胞参加了讲座。

讲座上，区青企协秘书长为大家介绍了珠宝分级、
产地区别、品类区分等珠宝鉴赏的基本知识，同时，她
还为大家带来了不少珠宝实物，让妇女同胞们直观感
受这些顶级珠宝，从而对鉴赏和保养珠宝的方法有了
更直观的认识。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日前，北外滩街道晋阳居
委会为居民区的妇女同胞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庆祝活
动，邀请专业的化妆、摄影团队，给大家拍“大片”，为每
一位女性留下最美丽的瞬间。

经过化妆师的巧手，阿姨们更加容光焕发，大家纷
纷换上自己喜爱的服饰，结伴来到摄影位前，随意摆出
造型，颇有明星街拍的感觉。对于看镜头找不到感觉
的阿姨，居委会主任拿出了看家本领，自编的造型口诀
惹得众人喜笑颜开。

居委干部表示，妇女同胞们的力量是社区建设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她们节日快乐，永葆青春。

晋阳居民拍“大片”定格最美瞬间

本报讯（记者 陆强）日前，当“佛系”职场女性遇
到“向上力”读书交流会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举行，
来自通用汽车公司的部分员工及部分社区居民共同参
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中，读者与嘉宾就书籍《向上生长：通用汽车
CEO玛丽·博拉传》交流阅读心得，探讨在独立精神的
引领下，女性如何活出向上姿态。嘉宾们围绕什么是

“向上力”和在职场上如何“向上生长”两个主题，与现
场观众们互动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3月8日，东虹公司首届十
佳优秀女职工表彰大会举行。

会上，区绿化市容局和区妇联相关负责人共同为
爱心妈咪小屋揭牌。会议表彰了十佳优秀女职工，为
获奖者颁发证书、送上鲜花。

与会人员观看了由东虹环卫职工真人真事改编的
微电影《最可爱的人》。公司巾帼文明岗班长向全公司
发出倡议，希望通过比一比、赛一赛的精神，展现虹口
环卫人的良好精神面貌，得到了各区块的积极响应。

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

职场女性追寻“向上力”

“点一点”通晓社区大小事
四川北路街道升级微信公众号便民服务功能

满足患儿学习需要 营造温馨病房环境

医校携手将阳光课堂开进肿瘤病房

■本报记者 张燕丽

“去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事可以预约，参加社区活动
这上面也可以报名。真没想到，我们街道的微信公众号功
能这么齐全！”四川北路街道居民崔小姐指着手机里的“虹
口川北”微信公众号赞不绝口。近日，四川北路街道微信
公众号“虹口川北”完成了上线一年后的首次改版，新版公
众号在原有推送社区动态信息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互动
和便民功能。

提升便民服务功能

去年 2月，“虹口川北”正式启用，主要推送为民服务资
讯、政策信息、街道日常工作及活动等内容，受到了居民的
欢迎。但是，微信公众号后台也常常接收到居民的留言，

“我们会定期对这些留言进行汇总和整理，发现相当多的
居民反映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事，常常因为资料不
全不对，要跑几趟，还有就是排队等候时间长。”四川北路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为此，改版后的“虹口川北”在“服务大厅”中直接链接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版块中对涉及公安、
人社、民政共计 12个大类近 200个小项事务的法律依据、
申办条件、申请材料、办理程序、收费标准一一明示，居民
对照着就可以把要办理的材料一次性准备好。更令人欣
喜的，居民还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减
少现场办理的排队等候时间。

此外，居民还可以通过“虹口川北”，报名参与街道社
区文化中心的各类活动，更可以提交自己的意见建议，会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实时解答。可以说，改版升级后的“虹
口川北”拓宽了居民和街道社区的沟通渠道，提升了街道
社区为居民答疑解惑的工作效率。

开拓基层党建新阵地

新版“虹口川北”不仅仅是街道社区和居民间的“互动
桥”，专门开辟的“基层党建”板块，更成为街道社区和辖区
企业间的“联络站”，让企业走进居民区、融入社区建设有
了新的落脚点。

通过走访调研，四川北路街道整合了驻区单位服务资
源和社区需求，开发设计了特色微公益项目，推出了志愿

者在行动、真情暖夕阳、金融好邻居、点亮小小微心愿、文
化快餐车等 7 类 13 项认领清单。如今，这 7 类 13 项公益
项目认领清单已全部展示在新版“虹口川北”微信公众号
上，辖区内党建成员单位认领、签约和实施的比例非常
高。

前不久，四川北路街道辖区内的多家银行和金融服务
公司就通过“虹口川北”认领了多项公益服务，这些企业走
进长春、邢长、永德、山二、宝安等居民区，向居民们开展识
别假钞、防金融诈骗等宣传活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参
与到社区活动中了，跟原先相比，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
我们结合自身擅长的领域，可以为社区居民带去更精准的
服务。”某银行相关负责人说道。

将基层党建工作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并最终又落实到
线下，街道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了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水
平。

今后，街道还将进一步完善新版“虹口川北”的便民服
务功能，如开发“小邻通”板块，为居民提供磨刀、配钥匙、
家电维修等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修小补”商家信息，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 钱晶）背上书包去学堂，对身体健康的孩
子们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对身处骨肿瘤外科病房
里的孩子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梦。不过，从 3月 5日起，北
虹高级中学的老师们把课堂开进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病房，送到了孩子们的身边，让知识的阳关照进孩子们的心
里。

“秦始皇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谜团。今天，我们就变身名侦
探柯南，一起来探寻一下他的父亲到底是谁？”

在第一人民医院骨肿瘤外科病房活动室里，北虹高级中
学教历史课的孙老师向孩子们抛出了这次阳光课堂的主题。
随着《名侦探柯南》动画片主题曲响起，这个临时变身的课堂，
顿时成了一个侦破秦始皇生父之谜的办案现场。孩子们在孙
老师的带领下，从《史记》等各类历史文献出发，一步步走近这
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始皇帝。孩子们紧跟老师的“破案逻辑”步
步深入，病房的氛围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这种上课的方式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还要看孩子自身
的状况，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话，我肯定支持他来听课！”一位
孩子的父亲在一旁也听得津津有味，他提及的“身体情况”，的
确是阳光课堂的特殊之处。普通孩子能蹦蹦跳跳背着书包上
学堂，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孩子却是挂着点滴来听课的。
这样的课堂对他们来说，既是单调生活中的一抹色彩，也满足
了学龄期儿童的求知欲。

据了解，阳光课堂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社工部与北虹
高级中学党总支、团委共同合作的项目，参与的老师都是利用
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备课与授课。北虹高级中学团委书记甘
婧文告诉记者：“这个阳光学堂项目的参与者，主要是学校教
工团的青年团员和青年党员教师，一方面，我们希望青年教师
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实践当中锤炼党性；另一方面，
这也是我们党建带团建的成果。”

记者了解到，本学期起，“阳光课堂”公益服务将每周开
展一次，课程涉及语文、地理、艺术、英语、历史等各个学科，帮
助患儿满足学习需要，营造温馨的病房环境，帮助他们树立起
勇敢面对病魔的信心。

本报讯 为了普及家庭防火安全知识，区残联精
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日前举办专题培训，邀请消防专
家为残疾人家属授课。

消防专家指出，老年人、残疾人士等由于行动不
便，最容易受到火灾威胁。火灾事故的发生又多半是
由于残疾人士等使用家用电器不当引起。消防专家向
残疾人士家属讲授了家用电器的使用注意事项；预防
火灾的相关举措；遇到火情时的正确应对方式，包括逃
生方式的选择、灭火器具的使用要领等内容，使参加培
训的家属获益良多。

区残联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贯彻十九大精神 促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发展残疾人事

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这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日前，区残联有关负责人来到凉城新村街道第
二市民驿站，带领街道居委干部、居民代表和残联工作
者们共同学习十九大精神，探索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
复工作。

在会上，区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残疾人事业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保障工作中有着
重要作用。本区是全国预防残疾综合试验区，在开展
工作的过程中，居委干部和残联工作者要树立起以人
为本、预防为主的理念，同时注重“预防和康复相结
合”，使本区残疾人服务工作越来越专业，促进本区残
疾人事业健康发展。

简讯
▶江湾镇街道残联日前举行主题为“携手并进、绽

放新年”的五大协会2017年度工作总结暨2018年迎
春融合活动。

▶欧阳路街道残联日前召集五大协会举行以“共
聚一堂、喜迎新春”为主题的新春团拜会。

▶曲阳路街道
肢残人协会日前举
办“学习十九大文
件精神”知识竞赛。

本报讯 日前，嘉兴路街道残疾预防系列活动
——“二十四节气系列养生与食疗之大寒”举行。

街道残联在贯彻落实大调研工作的基础上，通过
前期对辖区残障人士的康复需求调研，制定了“节气·
养生”的系列活动计划。

“节气·养生”残疾预防系列活动举行

本栏目由虹口区残联特约刊登

迎着阳光

北虹高级中学孙老师正为患儿上历史课北虹高级中学孙老师正为患儿上历史课 甘婧文甘婧文 摄摄

（上接▶1版）二是纳入本区“医养结合”项目试点，已有14家
养老机构与第一人民医院、岳阳医院、411医院等医疗机构共
建结对，医院定期提供健康送上门服务，并开通了绿色通道。
三是养老机构设置内设医疗机构，目前已有12家机构内设医
疗机构，且已与医保联网，进一步保障了老人的医疗护理需
求。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医生也是老人的“健康守门人”。目
前，本区已有超过70%的60周岁以上老人签约了家庭医生。

留住护理人才提升服务质量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增高，本区养老护理人才的需求量也
逐渐增大。如何留住专业人才，也是这几位养老机构主要负
责人热议的内容。有的提出要为护理人员做好职业规划、明
确目标方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有的提出要提高补贴、做
好培训；有的提出要吸引专业人才，提供发展平台等等。

此前，本区创新机制，推出了《加快推进虹口区养老护理
人员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意见”规定，对新入职本区各类为
老服务机构、从事养老护理服务一线工作的人员，入职满一年
后，由用人单位代为申请入职补贴。凭学历、按技能等级给予
一次性补贴和每月奖励的“实招”，已经吸引到一批“新鲜血
液”加入为老服务事业。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本区也在不断加大
存量养老机构的设施改造力度、加强服务质量监督，从硬件和
软件两个方面提升机构的服务质量。在推进养老机构标准化
建设工作方面，本区制定了“虹福院”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已在
区社会福利院进行试点。目前已进入试点经验推广阶段，旨
在以标准化建设工作带动区域机构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

（上接▶1版）
此外它还有无噪音、防风等特点。除了布袋簸箕，东虹

公司还为“巾帼文明岗”配备了一款小巧的折叠凳，这样在工
作间歇时，环卫女工们就无需在冰冷的道路边席地而坐了；
还有特别定制的作业工具摆放箱，让环卫女工们再不用自带
繁重的作业工具上岗。

自我加压实施“精细化作业”

在工作标准方面，除对标“北外滩工人先锋号”外，针对
所负责区块的特点，“巾帼文明岗”对虹口足球场周边地面，
提出了可以让过往市民“席地而坐”的清洁标准。平日里，这
里就人流如织，更不用说每年数十场足球比赛和演唱会所带
来的巨大人流量。这样的清洁标准无异于自我加压。为达
到这一“严苛”标准，“巾帼文明岗”制定了“夜间冲刷法”。每
天晚上 8点之后，趁着人流量逐渐减少，班长胡金凤就会带
领环卫女工们开始对地面进行精细化作业——用水冲的同
时，用大刷子刷洗，对顽固污渍则使用小刷子逐一“攻克”。

碰到有赛事或者演唱会，则推迟冲刷时间，这样一来，她们往
往要干到凌晨一两点钟才下班。

“巾帼文明岗”的环卫女工们尽职尽责的精细化作业，让
辖区内一条条马路干净而舒心。她们的细致耐心，也为沿路
平添了诸多温情。在山阴路274弄，这里的居民对负责清扫
该路段的“巾帼文明岗”队员张白仙赞不绝口。“二楼住着一
位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太，上下楼很吃力，张白仙就主动和老
人讲不要下楼扔垃圾了，每天她上门帮老人收垃圾。”一位居
民向记者讲述道。

事实上，自去年8月8日正式成立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
内，东虹公司已接收到不少市民对“巾帼文明岗”的表扬和肯
定。“我有一次去巡岗，在东体育会路上，一位老阿姨拉住我
说要表扬负责清扫这条道路的环卫工人，实在太认真太卖力
了。还有居民直接拨打 12345市民热线表扬我们的。”班长
胡金凤说道。

披星戴月、埋头苦干，“巾帼文明岗”的环卫女工们用辛
勤的汗水换来的是虹口的美丽和整洁。

本区多管齐下做好“良心工程”

披星戴月只为虹口街巷更洁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