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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陈荣荣）为检验新入行员工对各项规章制
度及培训项目的掌握情况，近日，邮储银行桂林市分行在四楼
会议室举办 2020 年新入行柜员技能竞赛。参赛人员为辖内
25 名新入行大学生。

本次竞赛分为每日随堂测试和现场竞答两个环节。为达到
公平、公正、公开，该分行成立了裁判小组。参赛选手在赛前
认真准备，在比赛中热情投入，积极竞答。最终经过激烈角
逐，伍园玲、罗小倩、唐丽鑫、莫凌倩、李志宾、黄同洲 6
名员工分别获得优秀学员一、二、三等奖。

此次技能竞赛给新入行大学生员工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和
展示技能的平台，提升了业务素质，同时也达到锻炼新人的目
的。参赛新员工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严格遵守各
项规章制度，切实牢记工作责任，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邮储银行桂林市分行

举办新入行员工技能竞赛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莫新建)日前，临苏路临桂区四
塘镇江西村路段发生一起轿车与电动车相撞事故，造成电动车
上两人受伤，其中驾驶电动车的郑某伤重昏迷，轿车司机逃
逸。经过 9 小时追查，临桂交警将肇事者抓获。

11 月 2 日 7 时许，临桂交警接到路人报警称，在临苏路
江西村路段发生一起轿车与电动车碰撞事故，电动车上的两人
受伤，轿车逃逸。

交警在勘查过程中发现了轿车碰撞后掉落的右侧反光镜及
不少碎片。经专业人士比对，锁定了肇事车型。通过一系列排
查走访，采取技术手段，交警很快便锁定了车牌号。当交警联
系到车主韦某时，心虚的韦某马上承认了肇事经过。下午 4
时多，韦某将肇事车开到了交警大队，案件告破。

交警调查得知，当日 6 时 45 分左右，郑某驾驶电动车搭
载 9 岁的女儿去上学。从村里到学校需要横穿临苏路。郑某
准备从斑马线由北往南过马路，发现快速驶来一辆白色轿
车，于是停下来避让。但是轿车速度过快，把停着的电动车
撞飞了。郑某母女两人随即摔倒在地。轿车没有停下，往永
福方向逃逸了。整个过程被后方一辆小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了
下来。

伤者郑某目前还未脱离生命危险，其女儿手臂粉碎性骨
折，暂无生命危险。交警表示，肇事者韦某不仅要承担大笔的
治疗费用，还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熠)11 月
7 日，我们迎来了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冬节气。“立冬”代表着冬季的开始，但
南北气候有差异，桂林的“寒意”似乎还
没有到来。本周我市天气仍然以晴朗干燥
为主，市民户外秋游正当时。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最近半
个月以来，我市都以晴好天气为主。

过去的一周 ( 1 0 月 3 1 日至 1 1 月 6
日 )，全市平均气温 16 . 9-21 . 3℃ ，
与 常 年 同 期 相 比 ， 各 地 偏 高 1 . 3 -
2 . 5℃ 。周内最高气温 29 . 1℃ (11 月
1 日出现在荔浦 )，最低气温 13 . 1℃
(11 月 3 日出现在资源 )。各地累计雨
量 0-1 . 2 毫米，灵川、桂林城区、资
源、龙胜有雨，其他各地无雨，与常

年同期相比，全市各地降雨偏少都在
九成以上，雨日只有 1 天。

虽然已经过了立冬节气，本周桂林
的天气依然以温暖的晴朗天气为主。但
相较上周，本周风力明显加大，空气干
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来自市气象
台的数据显示，本周 7 天，每天森林火
险气象等级都在 4 级以上。这提示，森

林容易燃烧，火势容易蔓延，需加强火源
管理。

针对近期雨量持续偏少的情况，气象
专家提醒相关部门需抓好防旱抗旱相关工
作，农民朋友可应时做好柑桔等水果的采
收销售工作。采收之后注意做好果树的修
剪和水肥管理，以恢复果树长势。

立冬已过 寒意未到
本周天气依旧晴朗温暖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唐文睿)11 月 8 日上
午，记者在桂磨路看到，机非隔离带上种植的紫荆花
(学名红花羊蹄甲)正在烂漫盛开。紫红色的花朵千姿
百态，仿佛化作翩翩起舞的蝴蝶，轻风拂过，蝴蝶随
意舞动，阵阵花香醉人，形成一道美不胜收的风景
线。

据悉，紫荆花是我国香港特区的区花，是美丽的
观赏树木，花大，紫红色，盛开时繁英满树，终年常
绿繁茂，耐烟尘，抗大气污染，在桂林还能一年开两
季花，因此特别适合在道路、小区和公园绿地里栽
种。它的树皮含单宁，可用作鞣料和染料，树根、树

皮和花朵还可以入药。
“红花羊蹄甲多在 4 月到 6 月、 11 月到次年

2 月开花。”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过
去，我市曾在街头绿地零星种植紫荆花，以增加城
市色彩。由于其开花时非常美丽，且适应桂林的气
候条件，近年来，园林部门根据道路景观需要，开
始成片大批量种植。目前，中隐路、中山北路(凤
北路口到观音阁段)、机场路、临桂新区锦绣路，以及

“两江四湖”、园林植物园、西山公园、訾洲公园等均
种植了成片的紫荆花，现正在盛放中。喜欢紫荆花的
市民不用远行，在市区即可欣赏美丽的花景。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沈昕怡)“投
资最高可以得到 15% 的年利息，一年后就
能连本带利收回，还可以免费参加省外旅游
一次……”最近，又一“养老投资公司”被
揭开骗局，轰然倒下。近日，桂林市七星区
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这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件，并依法对邹某某批准逮捕。

据了解，桂林颐和老年公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从 2017 年起，该
公司对外宣称投资了桂林市 3 家养老度假
公寓。随后在公园、广场等地方通过发放传
单、召开宣传会、口口相传的方式，以每年
投资返利 8%-13% 、赠送小礼品、每年免
费开展一次省外旅游等福利为诱饵，吸引老
年人办理专门的“养生旅居服务卡”(服务
卡金额 2 万到 30 万元不等)，并签订养老

服务合同，成为该公司的会员。直至今年年
初，犯罪嫌疑人卷款潜逃，人去楼空，几百
名老人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案发时，该公
司已发展 400 多名会员，吸收钱款金额高
达 4000 余万元。

负责办理该案的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
人邹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应当批准逮捕。

检察官提醒，近几年，不法分子以服务老年
人为幌子，利用大多数老人缺少子女陪伴，
迎合老年群体的心理需求，陪老人聊家常，
弥补其情感空虚，建立信任感。并且经常组
织群体活动，令其放下戒备之心，最后以高
额返利、免费旅游为诱饵，骗老人缴费入
会，进行非理性投资，导致老年人财产损
失。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璋)浙江一
男子在某直播平台经常充钱参与刷礼物活
动，刷到礼物后再转卖给该平台主播。因其
刷到礼物的概率不大，导致他转卖礼物的收
入远远不及充值到该平台的钱款。为此，入
不敷出的他虚构了一个大奖礼物，诈骗了一
名资源籍主播数千元后，直接将对方联系方
式拉黑。目前，该男子已经被资源警方刑事
拘留。

11 月 8 日，记者从资源警方了解到该案
查处的始末。日前，资源县梅溪镇居民罗女士
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在网上被人
诈骗了 5200 元，请求警方挽回她的经济损

失。据罗女士介绍，她是某直播平台主播，直
播期间需要粉丝给她刷礼物增加人气和收
入。而该直播平台的礼物需要粉丝充钱才能
参与抽奖，等粉丝抽到礼物后再刷给心仪主
播。因此，一些粉丝量较少的主播为了增加人
气和粉丝，只好在网上收购粉丝们刷到的礼
物，再由对方在平台上将礼物刷给主播。

10 月 4 日上午，罗女士在网上看到有
人转卖价值 8800 元的某直播平台大礼物
“城堡”，就立即联系对方并通过支付宝转
账 5200 元收购大礼，但她却迟迟未收到此
人刷给她的“城堡”。她多次联系对方要求
履行协约，对方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干

脆直接将她的联系方式拉黑了。
接到报警后，梅溪派出所将该案移交给

刑侦大队侦办。经过办案民警连续多日的调
查取证，终于查清了浙江省永康市男子吕某
涛诈骗罗女士的犯罪事实。资源警方决定对
吕某涛实施抓捕，并依法对其进行网上追逃。
10 月 22 日，吕某涛在永康市被永康警方抓
捕归案，并于 24 日移交给了资源警方。

经审讯，吕某涛向资源警方如实供述了
其诈骗罗女士钱财的违法犯罪事实。据供
述，他经常在某直播平台上充钱刷礼物，刷
到礼物后再转卖给主播们套现。但由于粉丝
在该平台充钱后，并不能次次都刷到礼物，

因此吕某从去年至今转卖礼物得到的钱款
远远不及他充值到该平台的钱，共亏空了
近 3 万元。

国庆节期间，该直播平台推出了粉丝
充值就有机会抽到价值 8800 元大奖礼物
“城堡”的活动。为此，吕某涛在网上发
布了一条自己抽到大奖“城堡”，可
5200 元进行转卖的虚假信息。不久，该
直播平台主播罗女士就上了当。吕某涛收
到罗女士的钱款后，很快挥霍一空。

日前，吕某涛因涉嫌诈骗罪被资源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
理当中。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瑛)近日，
市民宾女士急需一台家用笔记本电脑。她在
网上查找了一款某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后，来
到电脑城找同款。在一家店内，工作人员拿
出一台电脑告诉宾女士，这就是她要的型
号。宾女士查看了外观以及外包装上的配置
参数，并再三和店员核对了网上查来的相关
数据后，付款买下了这台电脑。

回到家后，宾女士激活电脑仔细检查
才发现，自己原本要买的电脑配置显卡是
ms350 ，内存是 16G+512G ，而到手的

这台电脑显卡却是 ms320 ，内存 8G+
256G ，比原来的配置低了一个档次，而
且本该有的指纹解锁也没有。当她拿着原
本的配置单找到店员时，店员立马改口说
拿错了，可以再帮宾女士多加一个内存卡
进行升级。宾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认为自
己被故意误导，花高配的钱买了一台低配
的电脑，于是她拨打 12315 投诉。之后，
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调解，宾女士获得了
商家的退款。

记者从市 12315 中心了解到，类似宾

女士这样因购买电脑引发投诉纠纷的案例
十分常见。除了电脑的零配件被“动手
脚”外，一些市民还发现自己购买的新电
脑开机次数已经有 100 多次，根本不是新
机。

为此 12315 中心温馨提示市民，不论
是网购还是实体店购买电脑，都要提高警
惕。首先，尽量提前了解自己想买的电脑
型号以及均价。选择实体店购买电脑时，
仔细核对配置、外型、价格是否与自己想
买的一致。如果价钱与网上的相差不多，

在自己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再付款，避免
付款后发现网上价格比实体店便宜又后
悔。同时，还需要注意查看小票上注明
的型号与自己购买的型号是否一致。选
择网上购买电脑的，要仔细看商品介绍
详情，查看电脑参数、配置、售后保修
等。收到电脑激活后注意核对激活日
期，测试电脑的开机次数和已充电时
长，避免买到二手电脑。另外，如发生
纠纷应及时向商家所在地的 12315 中心
投诉，以实现依法维权。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王荣仕 韦芳蕾)日前，桂林漓
江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支队与桂林漓江海事处、桂林漓江公安
分局开展联合行动，在漓江乌桕滩对一批依法收缴的“黑
筏”、地笼进行集中销毁。

今年上半年，漓江风景名胜区相关执法部门多次开展联合
整治，对“黑筏”载客游览，地笼、电鱼非法捕捞等行为进行
打击，收缴了大量的违法违规排筏、电鱼设备和地笼等物品。
为了有力震慑违法违规行为，警示和教育市民群众遵纪守法，
维护漓江景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游览秩序，当天共销毁非法载
客游览“黑筏”和电鱼排筏 23 张、地笼 120 余条。

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支队负责人表示，执法部门
将继续保持对违法违规行为高压打击态势，严打景区“黑导、
黑筏”及其他破坏生态环境和旅游秩序的行为，同时加强宣传
力度，提升市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确保景区以最美
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漓江风景名胜区

一批违法违规物品被销毁

撞倒电动车上一对母女

肇事司机逃逸

临桂交警 9 小时破案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丹)上街不干别的，就盯着电
动车停车点，看到哪辆车没上大锁、没锁机头，就伺机作
案……近日，象山公安分局二塘派出所破获一个盗窃电动车团
伙，犯罪嫌疑人杨某、廖某和黄某落网。经查，不到 20 天，
3 人在象山区、七星区盗窃 7 辆电动车，这些车辆均为没有
“锁好”的车辆。

10 月 8 日 13 时许，市民钟女士报案称，她停放在万福广
场的电动车被盗； 10 月 19 日 22 时许，市民叶女士报案称，
她停放在双创广场的一辆新购电动车被盗……

接到报警后，象山公安分局二塘派出所联合分局有关部门
侦查分析后，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杨某、廖某、黄某。经连日
蹲守布控，民警在凯风路附近抓获杨某，廖某、黄某随后也被
抓获归案。经查， 3 人均曾因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多次打击
处理。经审讯，杨某、廖某、黄某对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3 人具体是如何作案的呢？办案民警介绍，今年 10 月 1
日，杨某从灌阳来到桂林，因吸食毒品开销极大，于是想“找
路子”搞钱。碰巧遇上了“狱友”廖某，两人便开始“合作”
盗窃电动车。两人分工，当杨某找到目标，就联系廖某为其望
风拖车。二人先后 3 次“合作”，在七星、象山区盗窃电动
车得手。随后，杨某的“毒友”黄某也加入作案的队伍。杨某
有时将盗得的电动车转给黄某换取毒品吸食，而黄某发现目标
后，也会联系杨某共同作案，换取毒资。 3 人交代，他们的
目标都是不上大锁、机头锁以及不拔钥匙的电动车。每次外出
他们都会专门到停车区域寻找这些好下手的电动车，找到目标
后先观察一会，发现车主不在附近的便下手偷车。

10 月 1 日以来，他们以此手法先后在七星、象山区盗窃
电动车 7 辆，其中一辆因没拔钥匙轻松骑走。目前，杨某、
黄某、廖某因涉嫌盗窃已被象山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深挖中。

民警提醒市民朋友，出行时尽量将爱车停放在有人看守或
有摄像头的地方，减少小偷作案可能性，同时提高警惕，离车
即上锁。

瞄准不上大锁车辆下手

盗窃电动车团伙落网

紫荆花惊艳盛开

桂林城着上紫红色盛装

“明明跟老板确认过电脑型号，怎么到手却走了样？”

桂林市 12315 中心发布消费提示：购买电脑谨防“高配”变“低配”

在直播平台频频充钱刷礼物

男子为补亏空诈骗女主播被刑拘

以“养老服务”为名吸金 4000 万

数百老人多年积蓄化为乌有

▲ 11 月 6 日傍晚，一位老人无意间闯进了十
字街的道路中间。正在执勤的交警见状，赶紧边搀
扶老人离开车水马龙的机动车道，一边暖心提醒老
人以后过街要走地下人行通道。到达路旁后，老人
连连跟交警致谢。

记者游拥军 摄

暖心

我市主
要旅游通道桂
磨路旁盛开的
紫荆花。

通讯员
李腾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