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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6年 2月，老王接到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购物中心的客服，该购物
中心近期正在搞促销活动，老王被选中
为幸运嘉宾可以免费领取赠送的礼品，
其中包括价值不菲的名表、纪念币、智
能手机等。老王听后信以为真，欣然选
择领取名表，但客服要求老王先行支付

“活动保证金”和“物流费”共计386元，
急于领取礼品的老王便按照指示将钱
款转入客服提供的银行账户。几日后，
老王收到了购物中心寄来的礼品，却发
现礼品是成本十分低廉的杂牌手表。
老王意识到被骗后立即报案，后公安机
关经侦查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电信诈骗
团伙，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30余人，涉
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最终，法院依法
以诈骗罪判处涉案人员有期徒刑一年
至十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法理评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
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行为人

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目的是使受害
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基于此主动、自
愿地交付钱款，最终遭受财产损失。

电信诈骗犯罪是近年来较为高发
的新型诈骗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大，是
我国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电信诈骗
行为人无需与受害人正面接触，且直
接向人数无法估量的不特定人群实施
诈骗，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造成了

巨大威胁。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办
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解释，特别要
求加大对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力度，
对通过电信、网络实施诈骗的犯罪分
子予以从严惩处。

法官提示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具有行

骗手段多样、行骗对象广泛等特
点，涉及金融、社保、购物、房屋租
赁等各个领域，手段花样翻新、说
辞环环相扣，令人防不胜防。广大
群众应当提高警惕，对于陌生电
话、短信的内容不要轻信，尤其对
要求先行交纳“预付款”“保证金”

“物流费”或将钱款转至“安全账
户”等说辞一律不予理会，绝不轻
易转账、汇款，必要时可询问家人
或朋友后再做决定。由于老年人
接受新鲜事物较慢，获取信息的渠
道较为闭塞，家中年轻人要向长辈
老人普及预防电信诈骗的常识，增
强风险意识和甄别能力。若自己
不慎被骗，万不可因为被骗钱款较
少或者认为报警无济于事而选择
忍气吞声，相反应当及时报警说明
情况，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陌生电话莫轻信陌生电话莫轻信 三思而行保安全三思而行保安全

选用化妆品这些事项须注意选用化妆品这些事项须注意
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

他类似的方法，散布于人体表面任何
部位（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以达
到清洁、消除不良气味、护肤、美容和
修饰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如何
科学合理地选择、使用化妆品呢？

市民万女士在某美容院购买了美
白祛斑套盒，2 个月后于店内使用完
毕后出现过敏现象，经医院诊断，确诊
为激素依赖性皮炎。经所在地市场监
管部门调查发现：该产品是美容院老
板通过陌生人微信购买，不能提供任
何产品资质，疑似添加禁用糖皮质激
素，是彻头彻尾的非法产品。

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一是
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化妆品，索要并保存
购物票据，切勿选择来路不明的产品；二
是查看产品标签是否含有中文标识、批
准文号或备案号、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

生产许可证号等信息；三是通过国家药
监局官方网站（http://www.nmpa.gov.
cn/WS04/CL2042/）查询产品备案或注
册信息，比对是否与实际产品一致。

为了与闺蜜出游时能保持良好的
皮肤状态，小美临行前连续敷用了清
洁、补水、保湿、美白 4种面膜，甚至晚
上睡觉都没有揭下面膜。第二天小美
脸部出现刺痛、瘙痒、红肿等不良反
应，她又错误地采用喷洒爽肤水的方
式补救，致使不良反应更为加重。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建议广大爱美
女性：即使选用合法产品，不合理的使
用化妆品也会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
大家应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化妆品，
并严格参照说明书使用，以减少不良
反应的发生。例如，使用面膜时，除说
明书特别标注外，使用频率建议为每
周 2-3 次，每次面膜停留时间不宜超

过 15 分钟，敏感性皮肤要适当减少使
用频率和时长。过度使用面膜会导致
皮肤中天然保湿因子流失，角质层过
度水合，皮肤屏障受损，从而导致各类
皮肤问题；更换新的化妆品前，应在耳
后或前臂内侧进行过敏性测试，48-
72小时未出现不良反应方可使用。

市民杨女士是一家生活美容馆的
常客，最近杨女士一直被美容师推荐
使用一款美容针，对方声称该产品“国
外进口，名师操刀”，能起到美白、除
皱、瘦脸等多重效果。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运用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方法
对人体容貌进行修复的手段属于医疗
美容范畴，只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展执业活
动。医疗美容中常用的注射用肉毒
素、透明质酸钠（俗称玻尿酸）等“美丽

神器”属于药品或医疗器械，不属于
化妆品。这类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
风险性，若操作失误或不规范会造
成消费者创口感染、眼睑下垂、组织
坏死，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若广
大市民遇到同杨女士一样的情况，
应断然拒绝生活美容馆对其开展医
疗美容项目，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
门举报该美容馆的违法经营行为。

“美丽事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广大消费者应合理合规使用化
妆品，当使用化妆品发生不良反应，
消费者可以通过商家、所在地化妆
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医院（崇明区
哨点医院为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或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应化妆品不良
反应信息。
□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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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黄海华

用心做好平凡事 常把百姓放心头

现年 46 周岁的陈悦是新河派出
所社区民警，从警 25 年来，一直兢兢
业业，用真心温暖辖区百姓，在他负责
的辖区内，他是百姓家喻户晓的知心
人，他用实际行动帮助辖区百姓，大家
也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工作。陈悦先后
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上海市东方
卫士、县局十佳优秀民警以及个人二
等功等诸多荣誉及称号。

用派出所同事的话说：“陈悦不是
在村里，就是在去村里的路上。”而当
陈悦被问及做好社区工作的“秘笈”是
什么时，他只用了简单的两个字——

“用心”。陈悦认为，作为一名社区民
警，必须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把老百
姓当成自己的亲人。

1994 年从警以来，陈悦一直担任
新河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虽然所管辖
的村（居）委调整了好几次，但他的工
作热情始终未减，时刻牵挂群众的热
心始终未变。陈悦常说：“群众的事情
再小也是大事。”他每周至少要花 30
多个小时下辖区，靠着一辆单车走村
串户，了解社情民意，为群众开展防范
宣传，配合村干部调解纠纷，开展各项
安全检查等。

2011 年夏天，陈悦开始担任新河
镇群英村和永丰村的社区民警，这2个
村约有居民 1700 多户，区域面积较大
且地处偏远，“三防”薄弱。为了掌握具
体情况，陈悦连续几天加班加点在辖区
内走访排摸，随即发现村民普遍感觉治
安状况差，主要原因是盗窃案件发案较
多，被盗物品多是村民辅房内的木板、
钢模板、农用工具等物件。本着“群众
利益无小事”的原则，陈悦坚信只要能
将这些“小案件”破了，治安状况定能好
转，村民的安全感就能回来。

之后，陈悦到每一位被盗村民的

家中进行实地走访，将案发情况线索
一一记录了下来，接着根据线索逐步
开展侦查。破案后，陈悦还帮助被害
人追回被盗物品，即使是一些不值钱
的小东西也没有落下。村民们对这位

“新上任”的社区民警，无不伸出了大
拇指。

陈悦“跑”社区，是公认的“老法
师”，村里有什么急事、难事、愁事，只
要他出面，都能“搞得定”，村里添丁

进口、红白喜事他知道，哪几家之间
有矛盾他心里有数，各家各户的情况
他也一门清。他如同一本社区警务
工作活的教科书，“教会”了所里的
青年民警做好社区这一平凡工作中
的不平凡。

今年 5 月，公安崇明分局要求社
区民警开展治安防范集中入户走访宣
传活动。得到通知后，陈悦利用微信
警务室、村民微信群等互联网媒体以
及由党员、生产队长参加的警情通报
会，开展防盗窃、防电信诈骗宣传。同
时他还每天起早摸黑，骑一辆电瓶车，
或迎着风雨、或顶着烈日，穿梭在错综
复杂的乡间小路，把一张张宣传资料
送到每一位村民家中，把一句句叮咛
的话语送至每一位村民的心坎里。

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劳，陈悦跑遍
了辖区 39个生产队以及 70多家单位，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既定的目标任务。
有人问陈悦：为何不让小队长把宣传
资料分发给村民，非要自己这么辛劳
呢？陈悦笑呵呵地说：发宣传资料，不
仅仅把一张纸发给人家就完事了，更
是与村民一次熟悉交流的过程，可以
掌握很多的社情民意。

2013 年 ，为 响 应 相 关 政 策 的 号
召，陈悦开始兼任其辖区内的村支部

副书记。上任不久，陈悦就发现要做
好村里的工作，不仅要靠人员熟、情况
明，还要讲方法、讲技巧，许多鸡毛蒜
皮的小事，看起来似乎和公安业务没
多大关系，但和村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而一些细微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及时，
会酿成大麻烦。

今年 4 月的一天早上，正在家休
息的陈悦接到村民老黄的电话。电话
里老黄声音激动，说他的大舅子一家
准备从上海赶回家要给他颜色看。陈
悦一边稳住老黄的情绪，一边驱车直
接赶去老黄家。

原来，老黄的小舅子智力残疾，因
大舅子在上海工作，所以小舅子的生
活起居由老黄夫妻照顾。近期，大舅
子的儿子不知受谁的挑唆，认为老黄
侵吞了小舅子的生活费和残疾金，所
以发了微信威胁老黄，并准备趁休息
日赶回家找老黄算账。等老黄的大舅
子一家来到后，陈悦马上对在微信上
发威胁言语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然
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协调双方冷静
沟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终于
解开了误会，当双方的手再次紧紧握
紧时，陈悦这才舒了口气。

经过这件事情，陈悦在村民当中
更有威信了，加上他处理事情不偏不
倚、又能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他的话
越来越有分量，成为了辖区内村民的
主心骨。

□ 记者 沈俊

热心务实的“好警察”

业务熟练的“老法师”
身穿警服的“好村官”

“米娜”台风过境

崇明消防高空排险

本报讯 国庆长假第一天，因受
“米娜”台风影响，长兴镇前卫新村一
居民楼发生险情，区消防救援支队接
警后迅速排除险情。

当天上午，区消防救援支队接警
后，立即调派崇明支队长兴中队四号
抢险救援车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指战
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居民楼顶一太阳
能热水器受大风影响底座断裂、悬挂
于屋顶斜面并摇摇欲坠，危及楼下住
户和过往行人，消防指战员立即携带
装备登上楼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
况下爬出屋顶老虎窗将太阳能热水器
利用绳索固定，并切割水管，进而将摇
摇欲坠的太阳能热水器下降至地面，
经过近 15 分钟的处置，成功排除高空
险情，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又讯 日前，上海长江大桥下行线
（崇明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区消防救援支队接总队指
挥中心通知后，立即调派长兴中队、陈
家镇中队各一辆抢险车，共 18 名消防
指战员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救援。

消防指战员抵达现场后，经检查
发现为卡车单车碰撞事故，因冲击力
度过大，导致驾驶室严重破损变形，驾
驶员双腿被卡，动弹不得，现场情况十
分紧急。指战员迅速根据既定方案展
开救援，一组人员设置警戒并派员安
抚被困人员，另一组人员利用液压剪
扩钳对破损车体进行破拆切割和使用
液压撑杆顶撑驾驶室方向盘，经过全
体指战员 20 分钟左右的营救成功将
被困驾驶员救出，并及时送至 120 救
护车处置。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当中。

——记新河派出所社区民警陈悦

选择合法化妆品

合理使用化妆品

正确区分化妆品与医疗美容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