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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民警“云办案”
收获来自全国各地的多面锦旗

利用线上平台办理口罩诈
骗案件

今日
天气

多云到阴
夜里有阵雨或雷雨

一店铺被罚款 60 万元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陆佳
洋）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北门路一家
养生保健服务部作出罚款 60 万元的处
罚决定，
原因是涉嫌虚假宣传。
1 月 12 日晚上 9 点多，区市场监管
局城东所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喻先生
称其母亲在北门路一家养生保健服务
部，花了 3 万元买了 5 只足浴桶，以及
一些被称为“量能福包”的产品，
“我怀
疑是欺诈”
。
执法人员随即赶往现场。喻先生
说，今年 1 月初，他母亲听信经营者的
话，在店内消费了 3 万元，买了 5 只足
浴桶与一些药包。
“ 我们都劝过她，但
直到现在她还相信那家店，之前还阻
止我们打投诉举报电话。”
执法人员在该服务部发现，足浴
桶说明书上标注着“量能足疗桶”等文
字，写有“有效缓解各种疼痛，缓解疲
劳、疏通经络、恢复元气、有利于夜间
睡眠”等内容。店内墙上贴着海报，其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张煜婷）
最近几天，富阳公安案审大队连续收到全
国各地寄来的多个快递，打开发现，里面
竟然都是鲜艳的锦旗。这些锦旗上写着
“雷霆出击，破案神速”
“公正执法，热心为
民”
……到底怎么回事？

事情还得从疫情期间口罩热销说
起。今年 2 月中旬，富阳公安抓获了 2 名
涉嫌实施口罩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案审
大队在办理这两起口罩诈骗案件的过程
中，整合各类侦查手段和网上资源，梳理
甄别受害人 30 余名。
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是在网上作
案，受害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属地公安机
关配合取证存在困难。对此，案审大队积
极开拓思路，打破传统办案模式，主动对
接区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就初步侦查思
路与区检察院、法院沟通，寻求法律支撑，
进一步明确侦办思路和取证要求。
此后，案审大队大胆创新，在充分考
虑疫情期间特殊情况的基础上，依托钉
钉、微信等线上平台，采用和受害人视频
通讯的方式远程制作调查笔录，并就调查
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固定相关证据。短短
几天时间，办案民警与全国各地受害人取
得联系，成功制作受害人笔录和旁证笔录
40 余份，在最短时间内将两起案件移送至
区检察院。
为及时帮助群众挽回财产损失，案审
大队办案民警积极与犯罪嫌疑人家属沟

涉嫌虚假宣传

案审大队收到的锦旗
通协调，最终，嫌疑人家属全额退赔所有
赃款。
为让受害人尽快收到被骗走的钱，民
警再次创新思路，通过微信将被骗口罩款
一一退还给受害人，不仅实现取证“零接
触”，
也做到了退还赃款“零接触”。

“云办案”模式被运用到多
起在办案件中
两起口罩诈骗案件采取“云办案”模

明天

阴有阵雨或雷雨

式，让案审大队办案民警收获了信心和底
气。紧接着，
“云办案”模式被运用到大队
在办的多起案件中。办案民警积极开展
远程提审、远程制作受害人笔录、远程归
还赃款等工作，线下问题线上解决，在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既确保办案流程符合
法律，
又提升了办案效率。
案审大队创新办案模式，迅速帮助受
害人挽回了损失。为表达感激之情，多起
案件的受害人主动向富阳办案民警寄来
锦旗。

140 斤
“重磅”
宝宝诞生
成华东地区首例人工哺育白犀牛

阴有雨
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

后天

气温：
10－21℃

气温：17－28℃

气温：
4－11℃
白犀牛宝宝和饲养员

平均相对湿度 75%

今晚有强对流天气
寒潮来袭，
降温幅度可达 10－12℃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一趟刺激的
“天气过山车”已经启动，富阳人可要
“抓稳”了。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
末，先有暴雨雷电，后有寒潮降温，天气
将变得格外不平静。
昨日，在暖空气的吹拂下，城区最
高气温迅速攀升到 27.3℃。今天升温
继 续 ，午 后 最 高 气 温 可 达 28℃ 左 右 。
同时，气象对流条件会变得更好，出现
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性和范围也会更大。
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随着北
方强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交汇，富阳
将有一次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可能
伴有强雷电、短时暴雨、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请市民及时加固门窗、围板、棚
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大风吹动的物
品，同时减少出门次数，尽量不要把车
停在低洼易积水的地方。

销售的“量能福包”宣传语为“内置的
护身符、太岁符、招财符以及外层数字
能量给人带来招财转运的磁场（量能
福包要根据个人先天命理选择相应的
相生色，也可根据个人状况咨询数字
能量易经大师安排私人订制）”。
当晚，执法人员为喻先生与经营
者开展调解，经营者同意第二天退还
消费者 2 万元，剩下的 1 万元在消费者
退还商品后完成退款。同时，执法人
员对经营者涉嫌发布虚假广告与宣传
迷信的行为立案调查。
近日，
区市场监管局对该养生保健
服务部作出罚款 60 万元的处罚决定。
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中老年消
费者，养生保健服务部等店铺内销售
或者免费体验的器械产品不是万能
的，并不能包治百病，购买前请留意其
宣传效果。如果发现宣传迷信、发布
虚假广告等行为，请及时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

根据预测，这股冷空气的强度将达
到寒潮级别。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两
天发布寒潮蓝色预警，3 月 25 日至 28
日，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自北向南先后出
现 4－6 级风，阵风 7－9 级；气温下降
6－10℃，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2℃
以上。
具体到富阳，明天起气温将大幅
下 降 ，日 平 均 气 温 的 降 温 幅 度 可 达
10－12℃。其中，明天白天雨水暂停，
最大偏北风平原地区 6－8 级，山区和
江湖水面 8－10 级；早晨出门时可能
还不会觉得冷，但等到傍晚下班时就
会感觉恍如穿越两季，所以，大家务必
记得带上一件外套。
目前来看，明天夜里到后天，又有
一场阵雨或雷雨到来，预计雨量为中到
大雨。周日早晨最低气温 3－5℃，山

区 1－3℃，
有暗霜或霜冻。
区气象台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温对
春季种植业、养殖业，特别是春茶的不
利影响。此外，近期气温起伏大，容易
诱发感冒、呼吸道感染以及心脑血管疾
病等，
大家务必及时增减衣物。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3 月 26 日）
空气质量指数

30－50

空气质量级别

Ⅰ

空气质量描述

优

首要污染物

无

建议：
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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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董森
超）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开园后喜事连
连，继长颈鹿宝宝“小宇”之后，近日，
白犀牛家族增添新成员。这头一出生
就有 140 斤重的“大胖小子”，是它妈妈
“依依”怀胎 502 天后呱呱坠地的。它
不仅是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成功繁育的
第五只白犀牛宝宝，也创下了华东地
区首例人工哺育白犀牛幼崽的纪录。
由于“依依”是第一次当妈妈，没
有哺育经验，考虑到白犀牛宝宝的健
康与安全，也为了更好地照料它，园区
决定尝试人工哺育。杭州野生动物世
界目前生活着 6 大 5 小总计 11 只白犀
牛，而人工哺育白犀牛宝宝尚属首次，
填补了华东地区人工哺育白犀牛宝宝
的空白。
动管部经理介绍，作为珍稀物种，
白犀牛繁育相当不易，一直是杭州野
生动物世界重点项目。这些年，园区
为了繁育白犀牛做了很多努力，包括
改善饲养食物、优化生活环境等，为人
工哺育白犀牛宝宝打下了基础。
“这次诞生的白犀牛宝宝比之前 4
次的体型都大。”饲养员说，140 斤的小
家伙体重堪比一个成年人，这也是白

犀牛家族“最重磅”的宝宝。它的爸爸
“林顿”和妈妈“依依”都是白犀牛家族
中最强壮的，有这样的“爹妈底子”，生
下来的宝宝自然格外健壮。怀孕的
“依依”得到了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
料，园区还专门优化了“孕妇餐”和活
动空间，不断改进营养配方和进餐方
式，并为“依依”提供最大化的孕期运
动场地。这次诞生的白犀牛宝宝在妈
妈肚子里“待机”时间长达 502 天，比它
的 4 位“兄长”
都要久，
发育得更健壮。
小家伙食量也很惊人。
“ 刚出生时
它一天能喝 8 斤人工乳，现在已经增加
到一天 14 斤左右。”饲养员介绍，目前
白犀牛宝宝还只能喝人工乳，采取多
餐制喂食方式。只要气温适宜，饲养
员会带着白犀牛宝宝晒太阳，还会用
刷子帮它刷背、洗泥浆浴。小家伙总
是黏在饲养员身边，偶尔还用大脑袋
去顶饲养员，憨态可掬的样子让游客
们直呼“太可爱了”
。
目前，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正在为
白犀牛宝宝征名，若有好名字，可关注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微信公众号，参
与征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