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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天气

阴有时有阵雨
气温：21—25℃
平均相对湿度90%

明天 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
气温：21—24℃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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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污染物

30—50

Ⅰ
优

无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0月14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21年10月13日16时发布

气温：16—24℃
后天 阴有小雨

从严从紧打好疫情防控战

反诈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徐军）本土作
家裘星一的新书《320 的远方有多远》近日出版
发行。10 月 15 日晚 6 点半，裘星一新书分享会
将在富春山馆报告厅举行。届时，作家将与嘉
宾们一起，分享书中故事、分享文学人生。分享
会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扫描文末二维码即可报
名参加。

裘星一出生于 1962 年，是浙江省作家协会
会员、浙江省散文协会会员、富阳区作家协会副
主席。裘星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散文
创作，后辍笔多年，2010 年重新拾笔创作，主编

《137短篇小说集》，曾获全国“诗话西湖”散文三
等奖、最佳人气奖，富阳区“德艺双馨”奖等。

《320的远方有多远》是裘星一的小说和散文
合集，这些作品曾刊发于《江南》《西湖》《山花》等
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作者以较为扎实的小说创
作功底以及富有诗意和哲学意味的散文笔法，在
丰富多彩的故事中洞察世间、品味人生百态，呈
现出独具个人风格的写作特色。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部主任胡青松
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他在序言中说：“深读裘星
一的小说，让我想起第一次喝浙江的一种高度
酒——同山烧，暴烈之中蕴含着醇厚，一上来就
炸开布满口腔，然后那种高粱的本味就像细密
的针脚，奔涌过来。”他说，裘星一的小说语言干
净利落，结构极为明朗，切入文本，粗粝之感首
先扑面而来，然后才是余味悠长。

本次新书分享会活动由区社科联主办，区
博物馆承办，区总工会、区作协共推，作为“书香
富阳·社科有卷”系列活动之一，采用线上线下
同步分享的方式。分享会邀请编辑胡青松，富
阳本土作家凌晓祥、叶萍，诗人陈铿作为嘉宾，
与裘星一共同分享文学故事。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次分享会上，胡青松还将带来题为《文学与
生活》的讲座。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唐伊敏）记
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 10 月 13 日 9 时，
全国有疫情高风险地区 0 个，中风险地区减少
至5个。

全国疫情中风险地区全部分布在黑龙江省，
分别是哈尔滨市巴彦县巴彦镇水韵新城小区、盛
隆国际小区、公园丽景小区，哈尔滨市阿城区金
都街道金源世家小区，哈尔滨市香坊区文政街道
和兴路65号院。

截至10月13日9时
有中风险地区5个

扫一扫报名

裘星一新书分享会
周五晚举行

欢迎读者报名参加

扫一扫看
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名单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实习记者
方利丹 通讯员 王甫元 何宇立 吕泽）
为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进一
步增强辖区群众的防范意识，有效遏
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10 月 11
日，公安富阳分局举行部分诈骗案件
集中返赃活动，将近期破获诈骗案件
中追回的57.3万余元赃款全部返还给
受害群众。

今年4月底，万市派出所和大源派
出所陆续接到4名受害人报警，民警了
解情况后得知，他们都是被同一个众筹
炒房类投资App诈骗。通过对案情以
及涉案资金的分析研判，民警在湖南抓
获贩卖银行卡的黄某。顺藤摸瓜，一个
以湖南籍男子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浮
出水面。随着案情逐渐清晰，8 月初，
公安富阳分局组织精干警力，分赴广
州、湖南两省五市，先后两次开展集中
抓捕行动，截至目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20余人。

轻信网友高收益“投
资”，女子被骗37万多元

“我没想到警察能帮我把被骗的
钱追回来，真的太感谢办案民警了，天
上不会掉馅饼，今后我一定擦亮眼
睛。”在返赃活动中，受害人王萍（化
名）激动地说。

王萍今年 50 岁出头，手头有点余
钱，希望通过投资理财“钱生钱”，但由
于不懂投资，她加入了一个理财微信
群，每天看群友们分享理财小知识。
今年 3 月，理财群的一名陌生网友加
了她微信好友，王萍没多想便通过了
好友申请。

随后的一个多月，这名网友时不时
嘘寒问暖，经常和王萍谈论理财方式。
熟悉之后，他向王萍推荐了一种赚钱途
径，即众筹炒房。一开始，王萍抱着观

望的心态，但后来，对方将她拉进一个
众筹炒房群，看着群里每天都有人晒投
资炒房赚钱的截图，王萍心动了。

在这名网友的指导下，王萍下载了
一个名为“xx房产”的App，并尝试在这
个平台上投了1000元。按照该平台规
则，投资收益一般需要4—7天，利率为
6%—8%。果然，过了4天，王萍就收到
了第一笔收益，她试着提现，本金和利
息都能到账。

王萍沉浸在高收益带来的喜悦中，
连续投资多笔，从5000元到上万元，短
短 10 多天时间，她总共投资 30 余万
元。在此过程中，她接到过多次96110
打来的预警电话，但她根本没在意，反
而还骂了反诈人员：“总是打电话过来，
烦都烦死了。”

后来，王萍发现，平台账户上的余

额虽然还在，但钱无法提现，她再次联
系网友，对方却已经将她拉黑。由于轻
信赚钱“秘籍”，她最终被骗 37 万多
元。“以后接到反诈电话一定耐心听完，
警察都是为了我好。”王萍说。

骗子善于“包装”，万市
男子被骗4万多元

同样的套路，万市男子李明（化名）
被骗了 4 万多元。他说：“最早接触的
时候，我还专门上网查过，骗子说的公
司真实存在，但没想到是套用了正规公
司的名头。”

平时做点小生意的李明，因为买房
后手头不宽裕，想通过理财多赚点钱。
骗子通过几张P过的高额收益截图，让
他对虚假投资产生了浓厚兴趣。起初，

他投资5000元试水，短短5天时间，投
资的房子被售出，收益499元。

随后他加大投资，两次尝试提现
（连本带利）成功之后，李明完全打消了
可能被骗上当的顾虑，开始大额投资，
最终落入骗子的“圈套”。当投资的房
子迟迟不能售出，也不能获得返利，李
明反应过来被骗时，钱早就被转移了。

“骗子包装太好了，之前警察多次
电话及上门来访，我还不信自己被骗，
这次多亏了他们，千里迢迢帮忙追
回。”李明说，今后自己会更加注意，也
会用亲身经历提醒身边的朋友，提高
反诈意识。

受害人担任反诈宣传
员，反诈力度不断加强

在民警的带领下，4名受害人参观
了富春智呼96110反诈中心，认真听取
民警对相关诈骗套路的讲解。他们纷
纷表示，愿意成为反诈宣传员，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提醒身边的人，天上不会掉
馅饼，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咨询。

公安富阳分局通过线上挽损、线下
追赃、考核推动等一系列措施，今年全
局累计追回被骗钱款460余万元。

近年来，诈骗犯罪不断变化，呈爆
发式增长，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今年 5 月，富阳公安在全市首创

“富春智呼96110中心”，同时配套建成
富春“智护”“智宣”“智侦”“智督”五大
反诈平台场景，构建富春治（智+）诈全
民反诈体系。通过几个月的运行，富
阳的诈骗案件发案趋势已经出现拐
点，自 5 月以来，富阳地区宣防对象累
计达到 84 万人次，预警反制 5.6 万人，
劝 阻 案 件 400 余 起 ，止 损 金 额 达 到
3000 多万元，5 月到 9 月底，发案同比
下降47.06%。

富阳举行部分诈骗案件集中返赃活动

返还赃款57.3万余元

返赃现场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或许是因
为之前过于偏热，进入10月中旬后，
富阳开启“报复性”降温模式。如果
说前两天的冷空气还是“小打小闹”，
那本周末迎来的强冷空气将带来“蹦
极式”降温，而在此之前，近两天还有
一次升温过程，气温呈现“过山车”式
变化。

据监测，昨日富阳城区最高气温
已经回升到20℃出头。区气象台预
测，今明两天进一步升温，最高气温
24—25℃，最低气温21℃左右，同时，
雨势减弱，以阴天为主。

明天夜里到本周六，今年下半年
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强势南下，富阳将

出现一次北风增大、降水和明显降温
天气过程，降温幅度可达 8—10℃。
预计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0 日最高气
温 15—17℃，最低气温 10—12℃，早
晚体感偏冷，有种忽然降温至深秋的
感觉。

除了降温，受强冷空气影响，15
日至16日持续阴雨，17日至18日雨
水收场，天气转好，以多云为主；风力
方面，15 日夜里到 16 日最大偏北风
平原地区 5 级、阵风 6—7 级，江湖水
面和部分山区6级、阵风7—8级。

区气象台提醒，近期冷空气活动
频繁，气温波动较大，本周六开始降
温明显，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衣柜

里的外套和被子也可以拿出来了，特
别是老人、孩子和体弱者，最好准备
好秋冬两季衣物，随时灵活更换，谨
防感冒。

杭州市气象台分析，在接下来这
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副热带高压彻底
败退，大气环流形势出现重大调整，
影响杭州的天气系统由东风带系统
切换为西风带系统，漫漫长夏终于结
束，秋冬模式即将正式开启。

另外，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
已于昨日15时40分左右在我国海南
省琼海市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影
响华南的最强台风，也是近五年以来
登陆海南的最强台风。未来一段时

间，海上台风系统依然比较活跃，将
吸引大量北方冷空气南下，所以 10
月中下旬，我国大部分地区很可能总
体偏冷。

本周末迎来强冷空气
富阳开启“报复性”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