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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改改他他人人快快递递信信息息 冒冒领领邮邮票票纪纪念念币币
乐陵一男子发现网站漏洞起了歪心思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张伟) 网
购时，为了收货方便，偶尔也
会有更改收件地址的情况。
但是偷偷更改他人备注发货
地址，改为自己的地址，这种
情况就有了诈骗之嫌，近日，
乐陵一男子就实施了这样一
波操作，原来是他发现了一
个“秘密”。

近日，乐陵市公安局刑
警大队接到快递公司工作人
员报警，称他们公司遇到一件
蹊跷的事，近期七八个快递用
户投诉称自己在网上购买的
邮票和纪念币被人冒领了。

报警人告诉民警，投诉

他们的用户都是在纪念币交
易平台上完成交易，然后再
使用他们的快递进行发货，
但是这几个投诉他们的用户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完成交易后，有人冒充买家
给卖家发送手机短信，要求
更改邮寄地址，每次冒充买
家的这个人，留的电话都是
那几个号，但是地址却一直
在更改，近处的有庆云，周围
地市有河北盐山，都是周围
的几个县市的小区。

在了解到报案人讲述的
情况后，民警随即与商家进
行了联系，证实了这是一起
冒领快递的诈骗案件。

民警根据快递工作人员
提供的信息，梳理出嫌疑人
使用的两个电话号码，但是
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反侦查
意识，均未实名认证，无法确
定嫌疑人的信息。民警通过
对嫌疑人取件地址的走访调
查，也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民警决定在嫌疑人下
一次取件时，对其进行现场
抓捕。

在一段时间之后，民警接
到了快递公司的电话，说嫌疑
人又有一个快递准备签收，地
址在河北省海兴县某小区，民
警随即进行了布控。在取件时
对其进行现场抓获，并缴获快

递当中纪念币纪念钞一宗。
面对警方的讯问，犯罪嫌疑
人刘某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
事实，随后民警对其家中进
行了搜查。在其家中和车上
搜到三张手机卡及两部手
机，经民警进一步鉴定，发现
这个手机卡就是调包快递当
中使用的手机号码。

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了
自 己 的 犯 罪 事 实 。刘 某 交
代，他在浏览网页时，无意
间发现了这个纪念币交易
论坛的漏洞。在每一条交易
当中很多买家进行留言地
址电话姓名，还有一些卖家
信息就会写在这上面。犯罪

嫌疑人刘某看到这些信息之
后，通过自己私下再与卖家
进行联系，说现在要换一下
地址和电话，本应是买家的
纪念钞，然后就骗到他自己
手里了。

该起案件侦办后，这个
网站和论坛及时做了漏洞的
修复，现在个人信息较为安
全。刘某交代，他在骗取到他
人的纪念币后，及时进行了
出售变现。犯罪嫌疑人作案7
起，涉案价值10余万。现在犯
罪嫌疑人被乐陵市人民检察
院批准逮捕，现在案件已经
审查起诉，等待法院进一步
的判决。

近日，乐陵消防对前期所

排查出的火灾隐患情况进行了

“回头看”检查。

期间，大队检查人员按照

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的要求，主要对此前查到的存

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复查，

确保火灾隐患得到彻底根除。

同时对各单位消防设施维护保

养情况，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

明灯、灭火器材、自动消防设施

系统运行情况，值班人员在位

情况，日常消防安全巡查检查

情况，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

防车道畅通等情况进行了再检

查、再督导。大队检查人员要求

单位负责人要认真落实消防安

全措施，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工

作，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确

保单位内部消防安全。

通过此次回访复查，及时

整顿消除了一些火灾隐患，有

效清除他们的侥幸心理，确保

了隐患得到了长效稳定的整

治，为辖区消防安全环境持续

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娟娟）

为深化辖区化工企业消防

监督管理力度，规范辖区加工

企业消防安全职责，有效预防

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近日，乐陵

大队深入辖区化工企业开展消

防安全检查。

检 查 过 程 中 ，大 队 检 查

人员重点针对企业的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火

栓箱内水带、水枪是否齐全；

配电箱处是否按要求安装防

火门；控制室是否有人值守、

消防泵房是否正常工作等进

行 了 检 查 。针 对检查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依法下发责令改

正通知书并提出了整改建议。

要求相关负责人要高度重视

消 防 安 全 工 作 ，尽 快 落 实 责

任，加快整改进度，同时认真

开 展 自 查 自 纠 工 作 ，及 时 发

现 并 消 除 隐 患 ，加 强 消 防 宣

传 培 训 ，提 高 工 作 人 员 的 消

防安全意识。

通过此次检查，及时消除

了部分安全隐患，提高了企业

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有效预

防和遏制了重特大火灾尤其是

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营

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马娟娟）

乐陵大队深入辖区化工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德州乐陵消防深入辖区隐患单位开展“回头看”检查为全面消除火灾隐患

消防指战员长期奋斗在防、灭火

救援第一线，身体状况是一个不能忽

视的重要因素，为全面掌握消防员身

体健康状况，有效预防和控制各类疾

病的发生，近日，乐陵消防大队分批次

对全体消防指战员、专职队员、消防文

员进行健康体检。

此次体检内容包括内科、外科、耳

鼻喉科、血常规、尿常规、腹部彩超、心

电图、CT等全身检查。体检期间，医务

人员严守每个程序环节，认真为全体

人员做了各项检查，并对大家提出的

各项疾病预防、治疗等问题作了详细

回答，针对每名消防员的身体健康特

点进行了身体结构和疾病预防常识的

讲解以及健康生活习惯的指导。

通过此次体检，大队对全体指战

员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了一个较为全

面的了解，同时强化了消防员的健康

观念和疾病防范意识，为今后更好的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保障。 （马娟娟）

乐陵大队

开展全体指战员健康体检

为充分展现新时代消防救

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新形象，不断

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灭火、

逃生技能，预防遏制火灾事故发

生，切实做好宣传月消防安全工

作，进一步提高社会单位和群众

应对和处置火灾事故的能力，连

日来，乐陵大队贴近百姓、贴近生

活开展了一系列、多形式宣传教

育活动，有效提升了全民消防安

全素质和抵御火灾的能力。下一

步，乐陵消防将紧紧围绕消防宣

传月主题，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

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教于

乐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推

动全社会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参

与消防，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夯实火灾防控群众基础。

（马娟娟）

德州乐陵消防

多形式开展

“119”消防宣传活动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于小晴) “外卖
小哥”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
中，在感激他们为生活带来便捷
的同时，很多人也为他们路上的
安全而担心。然而，部分“外卖小
哥”的交通安全意识堪忧，不把
自己的安全放在心上。

近日，直属四大队在辖区
东方红路崇德三大道交叉口设
卡查酒驾时，查获一辆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的黑色外卖摩托
车。在检查驾驶人驾驶证和行
驶证时，民警闻到其身上一股
酒味。民警随后对其进行了酒

精检测，经测驾驶员体内酒精
含量为33mg/100ml，涉嫌饮酒
驾驶。在证据面前，梁某说出实
情：在空闲时候吃饭时，因为嘴
馋就喝了两瓶啤酒，自己感觉
酒量还比较好，认为没有什么
关系，于是就又开始接单、送外
卖，没有想到会被查到。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这位“外卖小哥”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驾驶证将被记
12分、罚款1000元；驾驶无牌机
动车，驾驶证将被记12分、罚款
200元，驾驶证合计记24分、罚
款1200元。

外卖小哥无牌酒驾被查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于小晴) 近日，
德州交警直属四大队在辖区夜
查酒驾时，一辆越野车女驾驶
员在发现交警检查时与副驾驶
乘客互换座位，被交警当场识
破。酒精检测女子体内酒精含
量为56mg/100ml，确定司机杨
某涉嫌饮酒驾车。

当晚夜查酒驾时，一辆白
色越野车看到交警后，驾驶员

突然把车靠边停了下来，并和
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子调换了座
位，交警见状立即上前进行检
查。该女子开口否认驾驶车辆，
并拒绝配合检查。最终，交警调
取了监控与记录仪，在证据面
前，杨某终于承认了自己酒后
开车的违法事实。随后，交警对
杨某做出罚款1000元，驾驶证
记12分，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
处罚。

饮酒女司机欲换座被识破

供电公司党小组现场整改 保秋检立竿见影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常学艺 通讯员 张建勇
代兆民) “220千伏临邑变
电站1号主变消防控制设备
检修工作结束、送电成功！”
11月13日19时47分，在国网
德州供电公司秋检现场，随
着操作人员汇报，该公司北
部电网五级安全风险解除，
恢复正常运行方式。

这项按传统检修模式至
少停电4天的工作，经整改组
织措施，实际只停了不到两
天时间，就满足了工作需要，
有效降低了电网安全风险。

主控制室里，工作负责
人，现场临时党小组组长郭
焕辉，打开问题整改清单，详
细记下停送电时间，作好销
号记录。

220千伏临邑变电站是
德州北部电网枢纽站，又是
临邑县主电源。此次，1号主
变停电检修是今年该公司秋
检工作的重点风险防范项
目。工作期间，需将1号主变
停电，全站8万多负荷全部由
另一台主变供电，呈单主变
运行，存在安全风险。主变停
电时间越短，电网安全风险

也就越小。
此次检修，涉及一次、二

次及试验三个专业班组联合
作业。在制定工作计划阶段，
工作负责人郭焕云就与各班
组的4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
小组，重点围绕最大限度压
缩主变停电时间，参与制定、
改进现场组织、技术措施。党
小组打破班组界限，将工作
内容统一分成停电进行和不
停电进行两大类，然后，按必
须停电才能进行的工作折算
停电时间，其它工作，则按实
际需要安排在非停电状态下
进行。如此，使停电时间一下
子缩短了一半，安全风险降
到了最低。

该公司变电检修室党支
部在开展主题教育问题整改
中，针对党员分散在各专业
班组，形成合力困难的问题，
在重点检修现场设立临时党
小组，并参与项目前期勘察、
计划、现场实施等全过程督
导。对发现的问题列出清单，
随查随改，用数据说话，进行
逐项消号。

目前，随着秋检工作的
推进，前期排查出的162项隐

患问题，按照共性问题统一
整改，个性问题分别整改，具
体项目边查边改的原则，已
完成整改147项，确保每项检
修安全高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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