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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金婚盛典
请你快去报名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陈竹
重庆今年史上最热？专家：难以定论

今年七夕 快到江津四面山进行“寻爱之旅”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罗永攀 通讯员 黄柏添

广告

重庆商报讯 高温重返我
市。昨天，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
天，我市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天
气，气温将重回39℃左右。专家
提醒，近期我市早晚天气凉爽，市
民可在这个时段多进行户外活
动。午后气温偏高，长时间户外
活动作业仍需注意防暑降温。

全市仅彭水超37℃

经历了短暂清凉，昨天高温

又回来了！昨日下午 2点，沙坪
坝、武隆、彭水登上了 35℃平
台。而酉阳、巫溪、城口气温还不
到30℃。

截至昨日下午 5 点，全市大
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在东北部
局地出现了阵雨。从高温来看，
昨天全市最高气温在37℃以上的
地区仅有彭水；其余大部最高气
温在 29～36℃之间，主城最高
35.7℃。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除偏东地区仍有阵雨外，其余各
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全市最高气

温也将逐日回升至39℃。

网传“今年重庆史上最热”

记者昨日发现，网络上又开
始传言“今年重庆又将是历史最
热一年！”昨天，记者采访了重庆
市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唐
红玉。她说，过去57年的气候资
料显示，从高温强度和持续时间
上看，2006年为目前为止历史上
最热的一年。

当年主城从7月25日至8月
19日，持续了26天的高温，高温

极值达到了 43.0℃，这也创下了
主城历史以来最高气温。而綦江
更是创下了44.5℃的重庆历史高
温极值。今年高温强度和持续时
间，目前还没有超过2006年。所
以，今年是否为历史上最热的一
年，目前还难以定论，重庆市气候
中心将会有年度的综合评估方法
进行评定。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东北部偏南及东南部
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转多云，其

余地区多云间晴。大部地区气温
23～37℃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21～
32℃。主城区：多云间晴，27～
36℃。

明天：偏东部分地区阴天间
多云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地
区 多 云 。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23～
38℃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21～33℃ 。
主城多云，27～36℃。

后天：东南部部分地区阴天
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多
云。大部地区气温 24～39℃，城
口 及 东 南 部 21～34℃ 。 主 城 多
云，28~37℃。

重庆商报讯 有在外丢失金
项链的，蜀黍喊你快去报案！昨
日，记者从市刑侦总队获悉，市
刑侦总队便衣侦查支队和九龙
坡区分局民警日前打掉了一个
专门“剪金”的扒窃团伙，抓获扒
窃嫌疑人6人。由于许多受害人
不知道自己的项链是在何时何
地遗失的，民警希望广大市民遭
遇有疑似此类情况的赶快到公
安机关报案。

女子乘车 金项链被盗

7月 10日，受害人胡女士到
九龙坡区歇台子派出所报案称：
当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她在九
龙坡区石桥铺万昌车站乘坐公交
车时，随身佩戴的金项链被人盗
走。接到报案后，九龙坡分局迅
速将此情况反映到市刑侦总队便
衣侦查支队，请求协助侦破。

在初步判断该案可能是“剪
金”职业扒窃团伙作案后，市刑
侦总队与九龙坡公安分局组成
联合专案组统一侦办，便衣、视
频、网安等警种同步上案。专案
组第一时间调取了胡女士报案
所称被扒时间段的公交视频，确

定该“剪金”团伙共7人。

视频追踪 发现嫌犯踪迹

通过认真查看相关视频，办
案民警寻着嫌疑人盗窃后的逃
离路线进行追踪，发现7人最后
消失在江北区九村附近。

同时，专案组从收集掌握的
6万多条相关人员信息库内进行
海量人像比对后，很快获取了有
扒窃前科的嫌疑人郑某的基本
情况，并基本确定他就是该“剪
金”团伙中的一员。

专案组民警顺着线索展开
深入查证，很快明确了该团伙另
外2名犯罪嫌疑人赵某和袁某的
真实身份。随即，专案组民警到
了嫌疑人可能暂住的江北区九
村附近开展蹲点守候。

驱车数百公里 抓获6人

7 月 13日上午 8时许，便衣
民警在江北区九村车站附近发
现一辆挂闽开头车牌的越野车，
从车上下来两名男子。

“有一人就是赵某！”蹲守的
民警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随即跟
着他们到了龙头寺车站附近，发
现他们登上了开往四川南充的大
巴。后来，民警经过紧密跟踪发

现，这伙人在南充营山县会合。
7月 14日，专案组民警组成

抓捕组，驱车几百公里赶赴营山
县。当日傍晚，在当地警方的配
合下，抓捕民警果断出击，一举
将正在当地最繁华广场上围观

“坝坝舞”的 6 名嫌疑人成功抓
获。从发案到嫌疑人到案，仅仅
用时56个小时。

“盗金”团伙只剪黄金项链

经审讯，嫌疑人交代，团伙成
员都是老乡，他们主要的犯罪手
法是：专门选取在公交车站以及
车上拥挤时候，几人在车门拥堵；
几人在旁边吸引事主注意；其他
人则趁人不备用剪刀迅速“剪
金”。为了不误剪到不锈钢装饰
项链，他们只剪黄金项链。

据悉，在重庆期间，该团伙
共作案 5 起，涉案金额近 2 万
元。目前，该伙嫌疑人均已被
批捕。

据市刑侦总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案是便衣侦
查 支 队 积 极 运 用 信 息 化
条件、通过视频侦查来反
扒的一个典型案例。

通过这种对扒窃违法
犯罪的精确打击，1～6 月
全 市 共 立 扒 窃 案 件 5000
余 起 ，同 比 下 降 47.24% ；
处理扒窃人员 1200 余人，
其 中 通 过 视 频 打 击 扒 窃
人 员 600 余 人 ，占 打 击 总
人数的一半。

蜀 黍 还 提 醒 ：市 民 在
公交车站候车或乘坐公交
车时，特别是在上下车等
拥挤时，要看管好自身财
物，对距离过近人员的举
动要特别注意；随时关注
自己所带首饰的安全，一
旦发现遗失，及时报案。

重庆警方通过视频反扒打掉一个“剪金”团伙，抓获6名嫌疑人

在外丢失金项链的，警察蜀黍喊你快去报案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徐勤 实习生 郭羿君 ■链接

上半年全市扒窃案
同比下降近五成
通过视频打击扒窃人员
占打击总人数的一半

重庆商报讯 你正在为怎
么浪漫度过今年七夕节而烦恼
吗？那就请到江津四面山开展
一场“寻爱之旅”吧。据悉，8月
26 日至 28 日，“第十届东方爱
情节”将在江津区四面山景区举
行。活动期间，将举办洪海对
歌、为爱寻宝、七夕晚会、爱情
祈福、夜赏七彩瀑布等丰富多彩
的“爱情”系列主题活动。七夕
当天，不仅四面山门票一律七折
优惠，游客还能参与系列活动赢
取门票优惠券、农家乐代金券
等。

京沪两地“爱情专列”
驶进四面山

被誉为“中华情山”的四面
山，拥有“爱情天梯”、“天下第一
心”等丰富的爱情旅游文化资源，
是全国最知名的爱情旅游目的地
之一。2008年以来，四面山已连
续举办九届中国东方爱情节。

今年是第十届东方爱情节，四
面山将首次开行以体验七夕传统文
化为主题的“爱情专列”，在北京、上
海向重庆开行的两趟动车中设置

“爱情车厢”，并在旅途中开展系列
互动活动。这两趟“爱情专列”，预
计将带着近300对夫妻和情侣前往
江津四面山展开“寻爱之旅”。

七夕系列主题活动
打造“爱情盛宴”

8 月 27 日上午，在位于江津
中山古镇常乐村的“爱情天梯”，
广大游客可和“爱情专列”的数百
名爱侣们一起，免费聆听由著名
语言表演艺术家、节目主持人等
献上的一场盛大的“爱情·旅程”
江津专场诵唱会。

听完诵唱会后，可免费参观
去年七夕建成开馆的“爱情天梯”
叙事馆，深入了解中国十大爱情
故事“爱情天梯”的感人故事。随
后，徒步攀登 6000 级爱情天梯，
朝圣天梯背后的旷世爱恋。

28日七夕节，四面山大洪海

景区将举办“洪海对歌”活动。游
客还可以在独具特色的丹霞地貌
景观——土地岩景区参与“为爱
祈福”活动。

七夕节当天，景区还精心在望
乡台等主要景点设置了系列互动
活动。游客可参与沿途寻宝、抛绣
球、扫码抽奖等活动，赢取爱情小
礼物，以及门票、农家乐等各类现
金抵用券。游客还可前往“爱情邮
局”，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成明
信片，邮寄给家人和朋友。

另外，游客还可以参加全长
3.5公里，上下落差达150余米的
户外漂流项目，与朋友、爱侣和家
人一起，体验一把“为爱尖叫”的
惊险和刺激。

高山湖泊音乐季
延续“爱的狂欢”

除了以上活动外，四面山正
在开展的“首届高山湖泊音乐
季”将持续到 9 月底。据悉，首
届四面山高山湖泊音乐季，由美
食啤酒节和高山湖泊音乐节两
部分组成，即日起，8、9 月的每
个周末，将连续推出多场不同主
题的表演活动。

活动期间，游客可到集中
酒吧、火锅、小吃、烧烤在内的
滨湖广场的美食一条街吃个过
瘾。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可
以欣赏到每周不同主题的主题
音乐会。

重庆商报讯 12日晚8点多
钟，沙坪坝区小龙坎一女生在一家
奶茶店购买饮品时，被店内的一个
广告牌砸中脚趾，导致脚趾出血。
女学生找到该店服务员，对方却不
闻不问。最终，女生的家长找到该
店负责人并报警。受伤女生随即
被送到附近医院治疗。

女生被砸伤 家长报警

12 日晚 8 点多钟，沙区 110
接到一女子报案，称自己的侄女
在一家奶茶店内受了伤，对方不
管不顾。沙区110快处队民警随
即赶到事发的小龙坎转盘附近某
奶茶店。民警发现，在店门前广
场花台旁围了很多人，在中间花
台边正坐着一个女孩，左脚大趾
拇指甲有些开裂，血迹斑斑。

女孩旁的中年女士是报警
人，她自称姓吴，是女生的伯妈。
吴女士情绪很激动地诉说着店家

不冷不热不负责任的态度。民警
赶忙上前安抚吴女士情绪，查看
女孩伤情，并对事发现场进行了
调查走访。

女孩买冷饮 脚趾被砸伤

经了解，受伤女孩小乐（化
名）是一名初中生，正利用暑假在
附近学某校天天进行排球训练。

小乐告诉民警，大约半个多
小时前，她和同学到该奶茶店买
冷饮时，柜台上一个较大的广告
牌突然掉落，正好砸中了自己左
脚脚趾，疼痛难忍。小乐随即发
现，自己的左脚大趾拇正在流血，
指甲开裂，她一时吓得不知该怎
么办。小乐立即将自己受伤的情
况告诉了女店员。可当时女店员
却没当回事，说弄个创可贴包上
就好了，然后就去忙生意了，把小
乐晾在了一边。

家长赶来受冷落 气得报警

见血还在流，没办法的小乐

只好给家人打了个电话。接到电
话的是最近的小乐的伯妈吴女
士，她立即从双碑赶到现场。听
到小乐受伤后店家不冷不热的态
度，吴女士很生气，找店家讨说法
也未果，于是报警求助。

民警证实了吴女士的说法。
当事女店员表示，自己年轻没什
么经验，遇到此事也不知怎么
办。她看到围观市民在店门口越
聚越多，眼看无法营业了才给店
长打电话。还好店长小张很快赶
到了现场，把围观人群引到了店
外广场，并正准备跟吴女士协商，
此时民警也赶到了现场。

店家无条件救治受伤女生

针对店内发生广告牌掉落
的事，民警要求店员注意安全
隐患，排查所有可能会掉落的
广告牌。而员工看到有人因店
方的原因受伤而不及时救助，
态度冷漠的问题，民警也提出
了严肃批评，希望店长加强对
店内员工的教育管理。店长小

张意识到员工确实有过错，表
示愿协商解决，因涉及到费用
问题，小张又给片区大店长进
行了汇报，大店长同意先行救
治并马上赶过来。

民警随即快速把小乐送到

附近医院检查，还好未伤及骨
头，但脚部的受伤严重影响了
她的训练计划。片区大店长在
医 院 表 示 ，将 无 条 件 救 治 小
乐。最终，双方决定协商解决
此事。

广告牌砸伤女生 店员不闻不问家长一怒报警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付迪西 实习生 文露

重庆商报讯 渝北年轻男子小刘日
前通过微信搜附近的人认识了一名“女
友”，“网恋”期间转给“女友”万余元。发
现被骗后，两路派出所民警给其立案侦
查。谁知十余天后，小刘居然又陷入了
另一起“网恋”，再次被骗4000余元。连
着两次“网恋”，28 岁的小刘共被骗走
14000余元。

渝北警方提醒：市民在网络交友时
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注意保护好自己
的个人信息，在不了解其真实身份的情
况下不要轻易给对方转账。

重庆商报讯 最美不过夕阳红，携
手相伴情才浓。昨日，由市文明办指导，
市老龄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主
办的“福彩有爱·感恩父母——2017 重
庆好家风润万家暨金婚祝福礼（第四季）
公益活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全市的
20对金婚老人见证了活动的温暖启幕。

据了解，从 8 月 15 日起，凡是婚龄
25 年以上的夫妻，即可报名参加该活
动 。 除 可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81632509、
63618444，或 发 送 报 名 信 息 到 jin-
hun2017@163.com邮箱报名外，亦可从
8月 20日起，登录视界网或扫描关注重
庆手机台二维码微信报名。此外，也可
将报名表、照片和故事，直接寄往渝北区
冉家坝龙山大道333号广电大厦重庆广
播电视报。成功报名参加的夫妻，均有
机会受邀参加10月 26日在重庆园博园
举行的“2017千人金婚盛典”。

小伙“网恋”损失万余元
民警提醒交友要谨慎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百岁老人戒指卡住手指
消防官兵成功剪切救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重庆商报讯 昨日上午8时许，潼南
区梓潼街道通江巷1名百岁老人手指被
戒指卡住无法取下。在家人求助 119
后，辖区消防支队立即派官兵赶赴现场，
并成功实施剪切救援。目前，老人的手
指并无大碍。

重庆商报讯 13日晚 11点 50分左
右，一名驾校教练酒后驾驶教练车在渝
中区经纬大道被交巡警查纠。

据介绍，大礼堂大队民警当晚在经
纬大道设卡盘查车辆，临近午夜 12 点
时，一辆走走停停的教练车引起了民警
的注意。民警示意驾驶员靠边熄火接受
检查，车上除了身上有酒味的驾驶员外，
还有一名女子。民警随即对其进行了酒
精呼吸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其已达到饮
酒驾驶的标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该驾驶员将面临罚 1000
元、扣12分且暂扣驾驶证半年的处罚。

教练酒后驾驶教练车
被扣12分罚款1000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付迪西 实习生 文露

重庆商报讯 8月 8日，21时19分，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上
午，重庆火锅大联盟的几名代表携带着
大家捐赠的总计18400元善款来到重庆
市红十字会，希望为抗震救灾献出一份
绵薄之力。

重庆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徐伟表示，
他们将及时把这笔捐款划转到四川省红
十字会救灾账户上，用于九寨沟地震灾
区人道救助或灾后重建。

重庆火锅联盟
为九寨沟地震灾区捐款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消防官兵对戒指实施剪切处理
通讯员 黄琪珣 摄

抓捕现场 警方供图

民警在查看女孩伤情 沙区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