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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7

学闽南方言 当外卖小哥
青神警方破千万元假烟案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犯罪团伙贩卖假烟
方言交流难倒民警

从小在四川话语境中长
大，要是一下子接触到的都是
闽南语等沿海城市的方言，是
不是有点像“听天书”的感觉？

这是侦破这起涉案千万
的假烟案的第一起难点。

青神警方介绍，在今年夏
天，青神县公安局接到反映，有
不法分子利用微信为掩护，以
免税香烟的名义在青神县等地
销售伪劣香烟，金额巨大。

对案件研判后，警方发现
案情复杂，犯罪嫌疑人反侦查
意识较强，且通过互联网与线
下结合的方式进行犯罪活动，
难以发现犯罪证据、锁定人
员。在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下，青神警方立即成立“6.19”
专案组。

根据前期技术摸排发现，
犯罪嫌疑人有3人，他们在眉山
东坡区运输便利、人员混杂的
地区租了仓库和房屋。但3人使
用的手机号均未实名登记，且
在电话中均使用沿海等城市方
言进行交流，民警无法听懂语
言，这对侦查造成了巨大困难。

侦查民警发现，犯罪团伙
每天会外出邮寄假烟，每周还
会到其他城市接收假烟。虽然

掌握犯罪团伙的假烟货运来
自于广州，但由于犯罪团伙成
员使用虚假的手机号码和身
份证，警方难以确认嫌疑人的
真实身份。

在恶补犯罪嫌疑人当地
方言，且跟踪半个月后，案件
终于有了突破口。警方发现，
该犯罪团伙每周定期会通过
某外卖平台点餐。

化身外卖小哥、流浪汉
因台风被困隧道3小时

当犯罪嫌疑人再次用手
机点外卖时，青神警方侦查员
化装成外卖小哥与犯罪嫌疑
人正面接触，确定了3名犯罪嫌
疑人的真实身份，分别为福建
人沈某某、张某某及张某某的
兄弟。

之后又通过连续跟踪摸
排，警方确认3人有销售假烟的
犯罪行为，且数量和交易额巨
大。为了锁定犯罪证据，在对3
人的资金流、物流、通讯进行
详细侦查后，警方发现这3人仅
在眉山市范围就联系了数十
家客户，为防止通话记录被公
安机关查询，他们联系客户均
使用微信进行语音通话，上门
送货，收取现金，极其隐秘。其
中一名嫌疑人名下的两张广

州市银行卡，存在大量取现、
转入第三方平台的记录。

在侦破该案过程中，一嫌
疑人突然离开眉山，返回广
州。专案组判断，犯罪团伙正
在广州组织货源，遂立即派遣
警力前往广州进行外侦工作。

通过实地摸排，警方发现
大量福建漳州人聚集在广州市
某山庄附近，多数从事假烟、假
发票等不法勾当。专案组再次
增派精干警力赶赴广州，除了
在嫌疑人车辆上隐秘安装定位
设备外，还化装为搬运工、流浪
汉等各类人员在嫌疑人可能交
易的地点进行蹲守。

在侦查过程中，高温、台
风无不加剧工作难度，青神警
方侦查员在实地线路摸排中，
还因台风，被困广州市某隧道
处3小时之久。

虽然侦查过程并不顺利，
但在青神警方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摸清了案件情况。

所有情况明确下，专案组
下达了收网指令，犯罪嫌疑人
张某某两兄弟（沈某某在逃）
及青神县、自贡市的较大下家
均被抓获归案。目前初步查
明，该案涉案金额上千万，涉
及全国17个省。

陈洁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蒋麟 图据青神警方

招募消息一出，就被很多
好吃的网友捕捉到，截至目
前，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已经
有超过2000人报名。阿里拍卖
负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向红
星新闻记者透露，2000人中男
女老少都有，从16岁的高中生
到60多岁的退休者都有。

之所以会招募试吃员，工作
人员解释，“拍卖平台每天都会
上线各种食物，对上线食物选品
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一直有试吃
的工作。过去这份工作是由我们
拍卖小二承担的，4个拍卖小二
干试吃，其实工作量很大。现在
我们希望能够将这样的工作交

给广大网友试吃员。”
记者打探到，试吃的食物

包括生鲜、水果、零食等，既有
“高大上”的帝王蟹、澳洲龙
虾、鱼子酱，也有“平易近人”
的土豆、红枣、面包，“像一款
红枣，我们会提供5种及以上主
流品牌，通过网友试吃来看哪
一种口感最好，最终选出性价
比最高的一款。”

该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
年龄、学历、经验、身高等统统
都不会受限，“到时候我们会
把各类试吃食品通过邮寄的
方式寄给试吃员，所以希望试
吃员有稳定的收货地址。”

到底，怎么样的“吃货”更
容易中选呢？工作人员也提供
了几条要求，“首先我们希望
试吃员有责任心，因为试吃员
的试吃结果将有很大决定权
这个食品卖不卖，我们需要试
吃员的责任心对万千网友负
责。”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也
希望这位试吃员懂得生活和
美食的美好，能够通过吃，感
受到美好和热爱。”

工作人员表示，“最后，我
们希望试吃员有非常好的表达
能力，能够告诉反馈给我们，哪
一款试吃品比同款要好，好在
哪里，有清晰明了的标准。”

“吃货”的便利：年龄学历工作地点不设限

双流市民李某在2014年购买了
一辆面包车，平日开车不守交通法
规，随意乱停乱放，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违反禁令标志……各类交通违
法频发，截至2017年已累计违法329
条，平均每年违法100多条。11月28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记者
从双流交警大队了解，在交通违法
清理行动中，发现未处理违法记录
最多的足足有329条，累计记分268
分，罚款3万余元。随即，交警对车主
进行传唤。

违法：
三年违法多达329条
罚款30750元

“我们在交通违法清理行动中，
发现一辆号牌为川AD10N7的面包
车违法记录多达329条，一直未处
理。”双流交警大队勤务二中队副中
队长罗斌介绍，通过调查发现，该车
主要的违法行为集中在违反规定停
放135条，违法规定使用专用车道88
条，违法禁令标志指示65条，还有逆
行等其他多条违法，累计记分268
分，罚款30750元。违法时段从2014
年9月至2017年9月，平均每年违法
100多条，而且该车辆已经有两年未
年检。“通过违法行为类型可以看
出，该车驾驶员十分不遵守交通规
定。”罗斌说，随即民警对车辆所有
人李某进行传唤。“车辆已经没有开
了，并不知道自己的违法记录。经常

将车辆借给别人开，所以有了329笔
的违法行为。”李某表示，会尽快赶
回双流，处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提醒：
逾期不缴纳罚款小心成老赖

“当事人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接受处理。没有及时处理，会
带来很多隐患。”罗斌表示，机动车
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应当主动通
过蓉E行、交管12123APP等途径，查
询、处理交通违法信息。如果不及时
处理，违法当事人放纵了危害后果，
淡化了交通安全意识。而违法车辆
上路行驶，会埋下严重安全隐患。同
时，削弱了交通法规的管理效果，不
利于形成良好交通秩序。

同时，对多次逾期未处理的车
辆，交警部门将采取路面巡查、查缉
布控、传唤调查、公告告知等方式重
点查处，并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告曝
光，并抄告所在单位。对逾期未处理
的违法行为，一经查证属实，在法定
范围内顶格处理。对当事人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
仍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民警提醒，近期交警部门将以
电话、短信等方式对累计交通违法
逾期未处理的机动车所以人进行催
告，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市民常常会在道路上看到一些
餐饮、娱乐、停车等“交通标志”，外
观上与标准的交通标志很难区分，
然而这些几乎都是违法设置。11月
28日上午10点过，在成都市广福桥
街上，一面违法设置的非国家标准
交通标志标牌（以下简称“非标”）被
吊车连根拔起，交警部门正对其进
行拆移。11月28日，成都市交管局针
对中心城区内的“非标”展开专项整
治活动，共计现场取缔非法设置的
交通标志22面，处罚相关单位2家。

民警提醒，根据《道法》规定，严
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设置交通标
志，交管部门将严查严处，截至今
年11月，市交管局共计处置道路设
置的“非标”95面。

取缔：
“非标”被吊车连根拔起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记者来
到在广福桥街，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对一面“非标”进行拆除，使用电锤
破开地面的基座，然后用吊车将整
块标志牌吊起放倒在地面上。记者
观察到，该面“非标”上标注了“西南
儿童医院”前方300米以及电话等字
样，从外观上看与标准的交通标志
没有什么异样。然而，这块标志确实
医院非法设置的。据成都市交管局
设施处民警陈露介绍，在发现该情
况后，交警一分局早在今年4月已向
医院下达了《责任排除妨碍通知
书》，但医院迟迟没有进行拆除，今
天交管部门进行强制取缔。

大约半小时后，标志牌被成功拆
除。下一步，交警一分局还将传唤医
院相关负责人到分局接受调查处理。

严查：
“非标”存安全隐患 95面被取缔

另外，工作人员在拆除过程中
发现，该“非标”基础部分的螺丝长
度很短，完全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
陈露表示，非法设置的交通标志没
有经过相关审批手续，安全没有保
障，大多“非标”大小不一、杂乱无
序，不符合国家制作标准。此外，违
法设置的交通标志还对市民的正常
出行产生影响甚至误导，有的遮挡
了正常的交通标志，有的指示不明
确，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据统计，截止今年11月，在市
交管局针对中心城区开展的各类

“非标”整治活动中，共计处置道路
设置的“非标”95面。

提醒：
如何辨别：“非标”？

那么，对于道路上的交通标志
市民如何辨别呢？民警提醒，仅从外
观上，市民难以分辨交通标志是否
是违法设置的。但如果发现有非公
益性质的交通标志，例如指示餐饮、
娱乐、洗车等等，就有可能是“非
标”，可及时向交管部门进行反映，
交管部门在核实后进行处理。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非法设置
的交通标志，要求设置单位在限定
期限内，对非法设置的交通标志进
行自行拆除；拒不执行的，对直接
责任人处一千元罚款，并强制排除
妨碍，所需费用由广告牌所属单位
负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肇婷 摄影报道

“吃货”们最想要的工作正在招募：每个月200斤生鲜水果零食免费吃

恭喜你
你有一份“吃”的工作了

排列3第18325期全国销售14819254元。开奖号码：644。直
选全国中奖3763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5820注，单
注奖金346元。7538872.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25期全国销售10420150元。开奖号码：
64407。一等奖40注，单注奖金10万元。230966385.20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8140期全国销售214669161元。开奖号码：
01 06 08 12 15 03+04，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追
加0注。二等奖43注，单注奖金236579元，追加11注，单注奖金
141947元。三等奖608注，单注奖金6082元，追加237注，单注奖金
3649元。6827035600.62元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9年1月28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8140期全国开奖结果：02 11
14 23 25 26 30，特别号码：16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8325期开奖结果：06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体
彩

福
彩

违法329条 罚款30750元
车主称“常将车辆借给别人开”

成都交警集中整治
95面歪交通标志

先是化身成外卖小哥，借送餐机会接近嫌疑
人，成功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随后，又还化装为
搬运工、流浪汉等各类人员在嫌疑人可能交易的地
点进行蹲守，在实地线路摸排中，侦查员还因台风，
被困广州市某隧道处3小时之久。

11月2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眉山市
青神县公安局获悉，在秋风行动中，眉山市青神县
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涉及全国17
个省的特大假烟案，目前，多名犯罪嫌疑人已到案，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对于吃货而言，有比吃更好的工作吗？
近日，就有一个招募试吃员的工作上线：

不坐班，年龄学历性别不限，工作地点
不限，每天2小时以内的工作时间唯一工作
就是吃吃吃，每周快递送来不少于10种试
吃品，涵盖生鲜、水果、零食等，每月试吃食
物总量约200斤。更重要的是吃胖包赔。

网友评论：“堪称最理想工作”。截至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人报名。

能吃能吃？？
会会吃吃？？
多多吃吃？？

对于吃货而言，有比吃
更重要、更想要的工作吗？现
在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每个
月可以吃包括生鲜、水果、零
食在内的200斤食物，工作地
点不限，年龄学历经验均不
设限。

11月26日，阿里巴巴旗下
拍卖平台阿里拍卖官方微博@
阿里拍卖发布消息：紧急招募
试吃员。

在微博中，给出了此次试
吃员的具体条件：工作内容：
每月试吃200斤食物（包括生

鲜、水果、零食等）。职位详情：
不坐班，工作地点不限，工作
时间宽松，日工作时间2小时
内，每周试吃品类不少于10种。
职位条件：对美食有极强鉴赏
力，了解多地美食文化，且敢
于尝试新口味等。

“吃货”的工作：每月免费吃200斤食物

11月28日，成都人郑西（化
名）报名了试吃员。而立之年，
郑西秉持着年轻男性惯有的
好胃口，“我最看重的是水果
和生鲜，确实能省很多钱，起
码家里水果不用再买了。”刚
退休的宜宾人杨女士偶然看
到消息，跟家里人确认消息为
真后，赶紧报了名，“每个月200
斤食物，一家人吃的话肯定没
问题，也可以省很多钱补贴家

用。”杨女士表示，因为已经退
休，所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写

“吃后感”。
据了解，此次报名将持续

到今年11月底。预计在12月上
旬会选出面试名单，然后筛选
出最终属于人民的“吃货”。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试吃
员能够感受到吃东西带来的
快乐与美好，如果这份差事
让他（她）感觉到压力，对方

当然可以提出来。毕竟快乐
是前提。”工作人员表示，因
为这样吃很有长胖的风险，
他 们 也 将 给 试 吃 员 提 供 保
障，因工作增重，每增重1公
斤给予适当补贴。“我们收到
的网友邮件中，也有一些网
友很体贴，明确提出不需要
长胖后的补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吃货”的福利：每增重1公斤给予适当补贴

▲天猫首席试吃官永澄传授“试吃经”：仅仅只是会吃是不能做试吃官
的，试吃官在流程方面有着极为严格的苛求，需要有很强的消费体验洞
察力和一定的生活品味。

被挡获的假烟及犯罪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