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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以来，广安市广
安区发生多起通讯诈骗案件，犯
罪嫌疑人冒充“公检法”人员，谎
称受害人身份信息被冒用办理
信用卡恶意透支为由，诈骗受害
人大额钱财，经初查，犯罪窝点
在柬埔寨金边市。

对此，四川省公安厅、广安
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成
立了“3·05”专案组全力开展专
案攻坚。工作中，侦查民警循线
追踪，扩线深挖，经过2个多月的
艰苦侦查，初步查明诈骗犯罪窝
点设在柬埔寨，并抓住战机在国
内成功抓获18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同时专案组获取了境外诈
骗窝点的线索。为进一步扩大
战果，6月21日，“3·05”专案组
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会同河
南、湖南等地公安机关赴柬埔寨
开展境外打击。

工作组抵达柬埔寨后，经
与柬埔寨警方通力协作，密切
配合，于7月 1日顺利开展了第
一次集中抓捕行动，抓捕犯罪
嫌疑人74名并全部押解回国。
随后，赴柬工作组攻坚克难，再
接再厉，专门针对冒充公检法
机关执法人员实施诈骗，以及
利用虚假网络购物平台实施诈

骗的案件继续深挖彻查，获取
了一批新的涉案线索，在柬埔
寨警方大力协作下，于 7 月 17
日开展了第二次集中收网行
动，成功抓获通讯诈骗犯罪嫌
疑人32名，捣毁犯罪窝点3个，
缴获大量手机、电脑等作案工
具，查获了该团伙通讯诈骗剧
本及大批电子证据。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生 陆
嘉明 摄影报道）成都市首个“市民
驿站”，7月27日上午在成华区猛
追湾街道望平社区玉双路红旗连
锁店投入试运行，首批共纳入60
项公共服务事项。

据成华区民政局长钟萍介
绍，“市民驿站”秉持“便民、利民、
惠民”原则，旨在以居民需求为出
发点，通过政府、企业、金融机构
联动，探索建立集中便民服务体
系，方便市民24小时“家门口”办
事。最终“市民驿站”将打造“一
站式”集中便民服务空间，努力构
建“5分钟便民生活圈”。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成华
区在玉双路 52 号红旗连锁超市

开展“市民驿站”体验周活动。
记者看到，27日早上“市民驿站”
开放体验后，大量市民来到现
场，在工作人员协助下亲自操作
了超市内综合政务、社保等多台
自主终端机。“在这里，可以进行
综合政务查询、生育登记服务、
老年证办理、交通违法处理、公
交卡充值等事项。”望平社区负
责人介绍。

在体验周中，成华区将委托
调查机构对参与体验市民进行问
卷访问。通过让居民亲自在网上
办理业务，体验上网办事，收集参
与体验居民群众对办理业务的意
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
提升服务质量。

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
营业部，创新地提供了便民金融
服务。家住玉双路附近的符女
士在现场工商银行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成为了第一个体验自助
终端机的市民。符女士认为不
需要排队，也不用专程跑到交管
局或者工商银行，短短几分钟在
家门口就搞定的“市民驿站”服
务非常便捷。

目前，除玉双路红旗连锁超
市第一个“市民驿站”建成投入运
行外，今年成华区还将逐步在大
型商场、超市等人口密集区设置
综合政务、社保、国税、地税和生
活服务自助终端机，部署网上申
报终端和政务查询终端。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记者
从郫都区获悉：成都市首个全进
口超市将于9月在郫都区花样世
界奥特莱斯正式开业。作为花
样世界奥特莱斯的一个重头戏，
这家店名为G.Yummy（吉吖咪）
的全进口超市，店内将设置进口
食品、酒类、餐饮、休闲等多种业
态，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届
时，线下看菜品，线上手机下订
单，顾客只需要手机点一点，即
可享受到专人捡货打包的服务。

据悉，吉吖咪的进口会员店
是首次与奥特莱斯合作，将构建
全新零售版图。有关负责人表
示，“这一个线上和线下融合的
新零售业态，引入无障碍超市的
新概念，顾客只需在手机上安装
一个吉吖咪APP，用APP扫一扫
商品即可将商品加入购物车，支
付完成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捡货打包，顾客无需购物车就可
以轻轻松松实现购物、休闲、娱
乐、餐饮等多种体验。”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7月
27日上午，彭州国际友城合作馆
（“友城馆”）正式开馆。据介绍，
彭州市已与日本、澳大利亚、美
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法国、
韩国、瓦努阿图等9个国家的10
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形成了面向亚洲、欧美、大洋洲
和南太平洋岛国的全方位对外
交往新格局。

彭州市外侨局负责人介绍
说，彭州友城馆集经贸、文化、教
育、旅游于一体，多领域、多渠道

展示了友城企业商品、文化旅游
等项目，为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和西
部对外交往中心贡献彭州力
量。彭州国际友城合作馆建筑
面积约1800㎡，展馆内拥有AR、
VR、虚拟主持人等高科技展项，
集国际友城风貌、友城交流成果
展示和特色商品展销为一体，是
彭州市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窗
口。馆内展出绘画、书法、雕塑、
陶艺等各类外事物品10余类、80
余件。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生
陆嘉明）7月 27日上午，2017成
都国际友城青年音乐周“世界之
音 校园绽放”——成华教育国际
交流活动，在成华区华西中学火
热上演。来自美国、俄罗斯、澳
大利亚等6个国家的80余名友
城青年，与近300名成华区师生
参加了交流活动。

每一名友城青年嘉宾，都与
一名优秀的成华青年学子结成

伙伴，一起观歌舞，赏音乐，体验
浓郁的四川地域文化。这是《成
都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以后，
东郊文创区迎来的第一次国际
音乐盛典。

今年，成华区大力实施优质
教育倍增工程，全区已有32所中
小学校（幼儿园）分别与64所境
外学校缔结姊妹校，截至2016年
区域教育国际化实现度达到
87.44%。

通讯诈骗有剧本 警方“一窝端”
四川公安从柬埔寨押解17名特大通讯诈骗案嫌犯回国

■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27日凌晨4点多，一架从柬埔寨飞来的客机抵达双流国际机场，随着客机的降落，我省
公安机关成功将涉嫌“3·05”特大跨国通讯诈骗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网传“饲养员疑似摔熊猫”视频

熊猫基地回应：事出有因并无恶意

7月 25日，押送嫌疑人回
国前一天，四川警方与当地警
方及中国驻柬埔寨使馆还在做
着最后的交接手续，被派往柬
埔寨的四川省公安厅及广安市
公安局多位民警，已在当地呆
了一个多月。

近几日，柬埔寨警方陆续
对嫌疑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窝点

进行了清理，在金边郊区，不乏
外观精致的别墅和酒店，部分
已是大门紧锁。远远望去，都
是正常的住家户和高档酒店，
不过在这些建筑外，安装了大
量的监控探头，一位中国民警
说，从柬埔寨金边打往中国的
诈骗电话，大多就是从这里拨
出去的。

在一栋别墅内部，数十张
桌子整齐地排列着，每张桌子
上一部座机电话，窗户一律用
黑布遮挡。窝点被捣毁之后，
被警方查获的电话、路由器和
电话卡在房间里堆积成山。

此次赴柬打击通讯诈骗犯
罪专项行动，成功摧毁了一批
境外通讯诈骗犯罪团伙，狠狠
打击了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目
前，在柬埔寨抓获的106名跨境
通讯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分批押
解回国，公安部按案件类别指
定各地管辖办理。

成都首个“市民驿站”试运行

买火车票交罚单 到超市搞定
成都首家全进口超市 9月在郫都区开业

国际朋友增至10个 彭州友城馆开馆

国际友城青年共聚蓉城 成华校园歌舞齐放

通讯诈骗 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

窝点被端
精致别墅和酒店里电话堆积成山

早报讯（记者 周琴 实习生 李
赛）7月12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
布一段熊猫基地饲养员疑似摔熊
猫的视频。 昨日，成都大熊猫繁
育基地正式对此事发声回应：事
出有因，饲养员在处理此事时并
无恶意，只是动作幅度过大、过
猛、速度过快。

事出有因：
大熊猫幼仔太兴奋
无意识抓咬饲养员

昨日，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正式发声回应称：据查实，12日当
天，三位值班的饲养员给在兽舍
大厅内的 4 只幼仔喂食、打扫卫
生。圆满、梅兰很快食完并与其
中一名饲养员玩。在玩的过程
中，两幼仔兴奋地将该饲养员的

手臂抓伤。由于基地疾控部安排
7月13日对圆月、梅兰进行医学体
检，需将圆月、梅兰与其他大熊猫
两幼仔隔离，单独饲养在大厅内，
所以打扫完卫生后，饲养员就开
始转移圆满、绩兰。在转移圆满、
绩兰时，圆月、梅兰也竭力想出大
厅门，而饲养员用力不让其离开。

在此过程中，兴奋的大熊猫
幼仔出现了无意识地抓咬饲养员
的行为，导致三位饲养员不同程
度受伤。为了防止两只大熊猫幼
仔再次伤人和逃出大厅门，饲养
员拖、放大熊猫幼仔的动作幅度
过大、过猛而快速。事后，为防止
熊猫抓伤咬伤后感染狂犬病，当
事饲养员当晚立即赶到四川省第
四人民医院挂急诊，先后注射了3
针狂犬疫苗。

基地专家：
饲养员需要提高
已经批评教育

当事饲养员郭靖鹏说，“我们
选择在这里上班，肯定是因为热
爱大熊猫，热爱这个职业才留在
这里。”另一当事饲养员谢湖海表
示已反思工作做得不太到位，“在
工作上还有点经验不足。”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专
家吴孔菊告诉天府早报记者，通
过视频来看，饲养员的确存在动
作幅度过大的问题，但并无恶意，
事后他们也对相关饲养员进行了
教育批评。“基地不会偏袒饲养
员，饲养员需要改变，需要教育，
需要学习，需要提高。也希望猫
迷和市民理解、包容，相信以后不
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