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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唐艳兰

通讯员廖斌 杨武 文/摄

资源县河口瑶族乡葱坪村坪水屯是典型
的盘瑶古村落，今年 6 月，它成为第五批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屯。新的牌子即
将挂起来，而“贫困村”的旧帽子也将摘
掉。这对盘瑶古村的村民来说，真的是双喜
临门。

50 岁的村民潘序宣说：“我们家今年
光采摘、收购、加工古树茶的收益就能达到
2 万元左右。”

坪水屯建于清代道光丙申年，至今已有
180 年历史，依山势连片而建的清一色木瓦

结构建筑就有 37 座。村屯四面环山，进屯
的山路蜿蜒陡峭，交通制约着它的发展，它
也曾经是有名的深度贫困村。坪水屯现居住
着 42 户 178 人， 2015 年识别贫困户有 17
户 66 人，约 1/3 的村民是贫困户。

坪水屯海拔在 750 米左右，家家户户
门前屋后和菜地里都种有茶树，百年古茶树
也随处可见，茶树面积达到 60 余亩。每
年，村民们都采制茶叶打油茶，干茶叶一斤
的价格仅仅在 15 到 20 元钱。从 2018 年开
始，河口瑶族乡连续两届举办了以“闻茶
乡·品坪水·助脱贫”为主题的瑶乡采茶节，
邀请四方嘉宾前来赏古树，品古茶。

“梧州的茶老板也被吸引了过来，看到
我们的古茶树喜欢得不得了。”潘序宣骄傲

地说。 2018 年，梧州的茶
叶老板当场拍板，要和村里合
作。随后，茶叶老板送来制茶机
器，教授村民甄选、加工茶叶。“今年老
板在我这放了 2 万元预付款，让我帮收购
茶叶。”潘序宣介绍说，“两届采茶节搞得
蛮有效果。今年我家就收制了 300 多斤茶
叶，贫困户曹传军帮另外一个老板收了 100
多斤。”

资源瑶乡的传统做法，是将新鲜茶青制
成后放在火塘上自然烘烤，然后吊在房梁上
存放，经烟熏火燎滋味更丰富。坪水屯的村
民按照古法结合商户的要求， 5 斤新鲜茶
叶制成一斤干茶叶，保证茶叶质量。 2019
年，坪水屯产出的 1500 斤新鲜茶叶提前被

包圆了。据悉，现在坪水屯最好的干茶叶
能卖出 100 元/斤，次一级的茶青制成油
茶茶叶也能卖到 40 到 50 元每斤。比较
两年前的价格，茶叶的价格翻了 3 — 5
倍。

如今，通过“茶产业+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模式，坪水屯成为资源县打造乡
村旅游和“百姓富、生态美”建设示范
点。目前，村子已脱贫 13 户 51 人，
2019 年计划脱贫 4 户 15 人，将全面脱贫
摘帽。

“采茶节”引来客商，古树茶成爆款价格翻 5 倍，资源瑶乡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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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以免费培训为名，高价卖消防器材
市消防部门提醒：正规消防培训不会销售任何产品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书佳

“我们就是桂林市消安中心的，这个月
是安全生产月，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免费的
消防安全培训。” 6 月是全国安全生产
月，各单位都组织开展一些相关的业务培训
活动。一些不法分子趁此机会，打着消防的
旗号，主动联系一些单位免费开展消防安全
培训，其真正目的却是在培训后高价售卖各
类消防器材。

现场：免费消防培训背后的目的

是售卖消防器材

上周五，一家单位接到了自称是市消安
中心的电话，对方称要去该单位进行消防培
训。

“你们这个什么中心到底是哪里的，是
消防队吗？”

“我们就是市消防支队的下属企业，因
为他们光管着灭火，他们没空管宣传的事，
所以就是我们来管。你放心，我们的培训是

免费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该单位负责人周主任告诉记者，考虑是

安全生产月而且又是免费的培训，他没有过
多怀疑，便一口答应了，双方还约定了培训
时间、地点。

当天，两名自称来自消安中心的工作人
员按时到达培训地点，他们穿着统一的服
装，佩戴肩章、臂章。培训过程中，对方用
PPT 课件和视频图片介绍了火灾的危险，
并不断结合惨烈的事故和照片视频等阐明家
中必须购买灭火器等灭火设施，随后还详细
讲解了他自己带的一个灭火器。最后，他拿
出一张社会化消防宣传培训问卷调查表，上
面是简单的消防常识问答和对讲课的意见，
而下面则是消防产品的订购单。在订购单
上，记者看到，一具普通的 1L 灭火器售价
达 215 元，所列的其他各种设备也动辄要
上百元甚至几百元。因为前面听了讲座，不
少参与培训的人员纷纷掏钱购买。

对方还称，他们的产品质量有保证，消
防检查肯定过关。

“消防人员推销器材？这让人怀疑。”周主
任说，他和部分参与培训的人员纷纷离场。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市根本没有市消安中心这么一个
单位，也不存在消防支队下属企业。

市消防部门：正规的消防培训不

会销售任何产品

在采访中，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前几天，就有网友私信桂林消防官方微
博：“有个自称是 XX 防火中心的公司称受
消防部门委托，上门开展免费的消防讲座，
但是，讲座结束后就开始推销高价消防器
材。”微博管理员立即回复网友：消防部门
不会从事任何盈利性活动。

我市一些城区的消防大队也收到群众的
反映，称多家单位接到自称是辖区消防大队
要求进行消防安全培训的电话，经调查得
知，原来这些都是不法分子通过网络修改电
话号码进行的诈骗活动。

消防部门负责人提醒：消防部门绝对不
会通过培训收取任何费用，且消防部门执法
监督人员执法时都穿着“火焰蓝”制式常
服，并佩戴执法记录仪。群众若遇到类似情

况，应及时与消防部门联系核实情况，若
有人上门冒充消防人员以各种形式骗取钱
财，可以先将其稳住，然后通知消防部门
或拨打 110 报警。

该负责人介绍了下面几种常见的以消
防为名的诈骗手段，提醒广大企业和群众
注意：

假讲座真推销。以免费进行消防培训
的名义，在培训过程中兜售其经销的灭火
器、防烟面具、救生绳等消防器材。这些
消防器材中有些属于假冒伪劣产品，有的
是正规产品，但价格非常贵。

以征订消防资料为名进行诈骗。假借
消防部门的名义，通过信函、电话、传真
的方式向社会单位征订各类消防书籍、资
料，组织消防培训，收取资料费、培训
费，并告知，如不参加或不购买将被处以
停业整顿并罚款。

上门检查，强行推销。不法分子冒充消
防部门工作人员到各单位进行消防安全监
督检查，检查后往往以灭火器、烟感报警
器、应急灯等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或损坏为
由，推销不合格消防产品，进而从中渔利。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秦文琴）为了为广大中考
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近日，象山区市场监管局
在辖区内开展了一次专项整治行动，为中考顺利进行保驾
护航。

从 6 月初开始，象山区市场监管局就对辖区考点及备
考点食堂及周边餐饮经营户、超市进行拉网式排查，要求市
场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等制
度，强化食品风险防控和抽检监测。同时，还加强了对文具
及考试用品监管，重点查看各校园周边文具店、超市经营者
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有效，检查 2B 铅笔、橡皮擦、三角板、
圆规等考试用品是否合格，严防劣质 2B 铅笔、“三无”文
具等不合格文具流入市场。

此外，中考期间，执法人员还在市第八中学、第十七中
学、逸仙中学考点周边开展全天候巡查，发放消费警示宣传
资料，实行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快速受理、妥善处理并
及时反馈中考期间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全力保障中考期间食
品及学生用品安全。

象山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整治

为中考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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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唐荣荣）小伙利用京东“闪
电退款”漏洞，用模型机调包申请退货退款，骗取钱财……
近日，耍小聪明的马某被七星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
诉，七星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四千元。

马某经常在网上购物，发现一些购物平台为了方便顾客
推行的先退款后退货的“闪电退款”服务有漏洞可钻。自作
聪明的马某便分别通过自己和女友的手机购买了 4 个虚拟
手机号码，并在京东商城注册了 4 个账号，还在网上购买
了 4 台模型机。 2018 年 12 月 19 日、 21 日，马某用上述
账号在京东商城分别购买了价值 1799 元、 1868 元的华为
手机各一部，并于 12 月 23 日、 25 日分别用预先购买的模
型手机调换真手机，并且都办理了退货退款。

2018 年 12 月 25 日，马某又故伎重施，企图在京东商
城诈骗价值 1919 元、 1888 元的华为手机各一部。京东送
货员莫某在上门取件过程中发现商品条形码异常，联想到曾
有商家反馈该京东客户利用模型机办理过退货退款，即对马
某的两个退货订单进行拆封查验，查验后发现退货手机均为
模型机，莫某立即报警。随后民警根据莫某提供的收货地址
将被告人马某抓获。

七星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用模型手机调换真手机申请退货退款的手段，骗取
他人财物人民币 3667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已构成诈骗罪。马某最
终为自己以不法手段牟取私利付出沉重代价。

小伙利用退货条款

掉包手机诈骗被判刑

▲ 6 月 26 日是第 32 个国际禁毒日。为进一步提高青
少年对毒品的认知和抵御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日前，
七星区禁毒办、东江街道猫儿山社区在辰山小学开展了以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校园禁毒宣传活动。禁毒
民警在现场进行禁毒知识讲解、禁毒知识问答，利用图片、
具体事例等对毒品的相关知识作了全面讲解，警示青少年不
要因为好奇去沾染毒品。

记者陈静 通讯员宁武 摄

坪水屯是典型的盘瑶古村落，层层
叠叠的梯田与错落有致的木瓦结构建筑
相得益彰。

村民潘序宣正在将收
购来的新鲜茶青晾晒。

▲村民用古茶树的茶叶打油茶，茶汤浓郁色泽鲜亮，味道十分可口。 ▲坪水屯瑶胞用传统方法制作的茶叶。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申立文 秦艳林）因涉嫌多
起入户盗窃被民警传唤，男子不但不配合还持刀暴力反抗，
将 3 名民警捅伤。近日，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妨害
公务罪对该暴力袭警的男子批准逮捕。

2019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桂林市七星区某城中村连续
发生多起入户盗窃案。 3 月 18 日上午，七星公安分局民警
初步锁定嫌疑人赵某，并在赵某出现的中山南路某单元楼下
蹲守。赵某出现后欲驾电动车离开，民警向赵某出示警官证
表明身份后欲传唤其接受调查。谁知，赵某不仅不接受传
唤，还激烈反抗，并手持卡刀朝民警蒋某 3 人胡乱挥刺，
造成民警蒋某左腹部被刺中受伤倒地，民警杨某、骆某也分
别被刺中胸部、胸背部等多处受伤。事后，赵某还用刀指着
蒋某 3 人进行威胁。后增援民警刘某等人追至，向赵某表
明警察身份后，赵某仍持刀刺向刘某，刘某鸣枪警告无效后
开枪击伤赵某腿部将其抓获。

经伤情鉴定，蒋某、骆某的损伤程度均属轻伤二级，杨
某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经查，赵某长期处于无业状态，性
格暴躁，且时常怀疑他人要害自己，因此身上总是携带一把
折叠式卡子刀。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男子涉嫌盗窃拒传唤

持刀刺伤 3 名警察
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对其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