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背着一岁多儿子送快递
引发网友慨叹生活不易，同时提醒她注意安全

07 城事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张志平 视觉设计：陈思理

刘晓敏说，为了孩子们，再辛
苦也值得。“哪有不辛苦能赚到钱
的？”刘晓敏说，除去房租和开支，
夫妻俩每个月的收入基本能够抚
养孩子们。但是也会出现特殊情
况，比如上个月，丢了一个客户的
快件，最终赔了2000多元，当月的
生活就过得紧巴巴。为了增加收
入，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最近她
和丈夫商量加大了工作量，向快
递公司申请增多了几个小区和单

位。“老婆能和我同甘共苦，真的
非常谢谢她，希望以后能补偿
她。”正在送快递路上的刘晓敏丈
夫陈先生在电话中，透露出对妻
子的愧疚感。

当天中午时分，在搞定孩子们
的午餐后，刘晓敏带着小儿子重新
出发，冒着酷暑继续行走在送快件
的路上。收件人见到奔波的母子，
嘘寒问暖以及提醒注意安全之余，
有的会递上一支水。“每一行有每

一行的辛苦，也并不是同情母子
俩，只是觉得生活不易，递上一支
水，给这些拼搏的人一点鼓励和安
慰。”在东区某单位上班的魏先生
说，这对母子已经为他送了三四次
快件，每一次见到，都非常有感触。

“不过，目前中山已经开始执行电
动自行车上牌，也提醒刘女士带着
儿子外出送快递一定要注意安
全。”魏先生说。

（报料人：吴先生 150元）

■职业放贷人涉“套路贷”
被移交公安机关

今年3月，市中级法院对一起民间
借贷案作出改判，福建人詹某起诉谭某
索债15万，法院终审改判谭某向詹某偿
还借款2万余元。事实上，这是詹某近年
来在法院打的第20场民间借贷官司。

拿着15万元的借款合同和收据，
詹某 2018年 7月将谭某告上法庭。由
于谭某和担保人都没有出庭应诉，一
审法院对该案作出缺席宣判，判决谭
某偿还15万元借款和利息。直到今年
1月谭某上诉到市中级法院，这起看

似合法的借贷关系才渐渐浮出水面。
“詹某转账2万余元给我，我没有

收到詹某现金出借的12万余元，这笔
大额借款却以现金支付，显然不符合
常理。而且，詹某没有举证证明现金来
源、交付情况等，他涉及民间借贷案件
有多起，属于职业放贷人。”谭某上诉
请求法院驳回詹某请求。最终，市中级
法院结合案情，改判谭某向詹某偿还
借款2万余元及利息。

詹某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至
少有 5宗涉嫌“套路贷”，目前已被移
交给公安机关。

同时涉嫌“套路贷”犯罪的还有在
中山从事担保行业的钟某锋、陈某宇
等人。钟某锋伙同陈某宇、宋某佳等
人，在中山开设担保公司，充当职业借
贷人，用隐蔽手段开展不法借贷，谋取
非法利益。

■“组合拳”严查民间借贷
“虚假诉讼”

记者从市第一法院了解到，近年
来，该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不断增
长态势。2018年，市第一法院新收民
间借贷案件4688件，占全院民商事案

件比重达 15.89%。在审理中，法院发
现其中大量案件涉嫌虚假诉讼。这些
所谓的“套路贷”借民间借贷之名，通
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
违约”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进行诈
骗，是一种新型犯罪方式。

2018年12月，市第一法院成立了
专项工作小组，抽取刑事审判骨干强
化审查，将精准打击“套路贷”诈骗等
违法犯罪行为作为全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重点工作，一经发现涉嫌虚假
诉讼的“套路贷”，法院将迅速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

此外，市第一法院将立案部门关
口前移，通过建立健全涉嫌“套路贷”
案件当事人检索库，加强对特定系列
案件的分析研判，强化民间借贷纠纷
立案的甄别、梳理和预警。法院审判管
理办公室提供数据支持，对民间借贷
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意见和建
议的统计汇总和分析研判。审判部门
则依法妥善审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和

相关再审审查、执行异议案件，切实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民间借贷长期高位增长
态势拐点已现

去年12月至今，市第一法院向公
安机关移送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达
100件 45人，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
查10件5人。此外，该院还对多名妨碍
民事诉讼但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当事人
实施训诫、罚款等处罚。

数据显示，随着专项打击力度不
断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高压态势有力
地震慑了不法分子，披着民间借贷外
衣的虚假诉讼案件不断减少，民间借
贷案件长期高位增长态势拐点已现。
2018年，市第一法院新收民商事案件
增幅为 13.22%；其中民间借贷案件增
幅为12.26%。今年1-6月，该院新收各
类民商事案件增幅高达 31.11%，但民
间借贷案件降幅达7%，且在民商事案
件中的比重不断减小。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见习
生 陈家浩）一男子伙同多人租
农地近 40 亩，白天从不耕种经
营，晚上却挖坑填埋忙得热火朝
天，仅一年多就获利 40多万元。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7 月 11 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大涌公安
分局给出了答案：原来，这伙人
在农田挖坑填埋外来垃圾获取
非法暴利。

当日，在大涌公安分局专案
组民警梁尚武的带领下，记者来
到其中一处填埋点，伴随着恶臭
味的，是地面大量平铺的建筑垃
圾、工业垃圾以及生活垃圾，包括
钢筋裸露在外的混凝土块、砖头，

布碎、鞋袜以及电路板等。
梁尚武告诉记者，除了地

面，地底下也填满了各种垃圾。
“警方请专业公司做过测量，光
这一处，地底下至少就填埋了超
过 2000吨的垃圾。”梁尚武说，由
于靠近河涌，附近的地下水已经
被严重污染。

记者看到，现场还停放有一
台巨大的挖掘机，挖掘机的挖斗
里、链轨上满是遗留的垃圾。办
案民警说，这台挖机是他们收网
行动时扣押的，当时，挖机正在
现场作业。

梁尚武介绍说，主要犯罪嫌
疑人王某分别于2017年2月和12

月，在大涌镇接连租下两块农地，
其中一块 12亩，一块 27.5亩，去
年 6月开始填埋。“他们先是联系
到需要处理垃圾的单位，以每吨
110元到 350元不等的优惠价格，
帮单位处理垃圾。接单后，这伙人
利用夜色作掩护，将垃圾直接拉
运到租地填埋。初步核查，一年多
的时间，获利达40余万元。”

大量的调查取证过后，今年
4月警方出动大量警力，多路按
照任务同时抓捕。其中两组直
奔两个填埋点，将正在现场挖
坑填埋以及拉运的多名嫌犯抓
获。当晚，涉案的 20名嫌疑人全
部落网。

古镇消防开展展览场
所大型消防演练

提高对突发火灾
应急处理能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伟祺 通讯员 董润平）
为提高古镇消防应对突发火灾的应急处理能力，
昨日上午 9时 30分，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
古镇消防演练正式拉开帷幕。

演练假设华艺广场在灯饰展览期间，地下一
层因汽车自燃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并沿
楼梯和竖井管道向其防火区域和楼上蔓延，导致
多名人员被困。华艺广场立即启动喷淋系统和排
烟系统，开启防火卷帘防止火势蔓延。古镇消防
中队接到警后，迅速派出 3台消防车赶往现场，
同时向镇消防大队和支队报告情况，消防大队调
集三个村消防站和两个专职消防队共 5台消防
车到场灭火，支队随后调度小榄消防中队2辆消
防车到场“增援”。

约10时左右，大火被扑灭，被困人员全部救
出。演练过程中，各支消防力量做到迅速调集足
够警力和有效装备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及时控
制灾情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和危害。

记者从古镇消防部门方面获悉，为吸取“6·26”
火灾教训，古镇连续开展“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严查违规住人问题。据统计，截
至 7月 11日，古镇累计排查各类场所 24432家，
发现“三合一”场所总数290家，整改290家，迁出
违规住人438人。

妻子电话催回家
丈夫醉驾被查获
当事男子血液酒精含量

187.4 mg/100ml，将被追究刑
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刘洪希 王伟
华）7月8日凌晨，坦洲镇男子黎某和朋友吃饭喝
酒后因担心醉驾于是开房睡觉，其间，妻子打来
电话催促回家，黎某只好照做。没想到因途中醉
意朦胧将车辆停在路中间酣然入睡。7月 10日，
司法检验报告显示黎某血液酒精含量达 187.4
mg/100ml。

事发当天凌晨3点多钟，坦洲公安分局巡警
巡逻至坦洲镇联兴路001号灯柱对开路段时，看
到一辆粤C号牌小客车停在马路中间，于是停车
了解情况，结果看到驾车男子在驾驶室呼呼大
睡。巡警随即将当事男子叫醒，期间闻到车内及
当事男子身上一股很大酒气，当即联系坦洲交警
大队到场处置。

接到警情后，坦洲交警大队值班民警迅速赶
往现场，对当事男子进行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呼气
酒精含量高达 210mg/100ml。民警随后将当事男
子带往医院抽血备检。在接受民警的询问过程中，
当事男子黎某对自己醉酒驾车的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黎某系坦洲本地人，1976年生，持A2驾
驶证。据黎某交代，7月7日19时许，他和几个朋友
在坦洲十四村一农庄一起吃饭喝酒，期间独自喝
了五瓶罐装啤酒。吃完饭后，他感觉到有些醉意，
于是步行到附近某公寓开房睡觉。凌晨2时40分
左右，他的妻子数次打电话催促他回家，他只好又
步行回到停车的地方，驾驶粤C号牌小客车回家。
行驶至联兴路001号灯柱对开路段时，他仍旧感
觉到深深的醉意，随后不受控制地将车辆停在路
中间并很快睡着了，直到被巡警叫醒。

7月10日，司法检验报告显示黎某血液酒精
含量为187.4 mg/100ml，确认了黎某醉酒驾车的
事实，依法将被追击刑事责任，被处吊销驾驶证。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0年被查扣10辆
无牌无证三轮车
当事男子屡教不改，因无

证驾车被行拘5日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刘洪希 吴盛

辉）7月9日，四川籍男子张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
车从事非法载客营运时，遇东升公安分局交警大
队民警查车。张某逃跑拒检，后被民警截获。经
查，张某近 10年来先后被暂扣逾 10辆电动三轮
车，但从未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当天，张某因无
证驾车被处行政拘留5日。

7月 9日，东升交警大队以机动巡逻和和迂
回包抄的执勤方式，先是对镇内壹加壹商场、东
升医院、东华路等三处点段出没的电动三轮车进
行拦截查处，随后迂回至东成路、裕隆路、惠东路
等路段，采用合围包抄方式，严查无牌无证电动
三轮车。上午10时左右，民警在壹加壹信号灯路
口指令一辆电动三轮车停车接受检查时，驾车男
子逃跑拒检，后被民警截获。经查，当事男子叫张
某，四川人，1965年生，曾申领过机动三轮车驾驶
证，但因一直没有年审、换证，后被交警部门依法
注销，且近 10年来已被东升交警大队暂扣过逾
10辆电动三轮车，但都没有到交警部门接受处
理。

事发当天上午，张某驾驶无号牌电动三轮车
行至东升镇壹加壹门口路段时，有人招手坐车。
谈好价钱后，张某驾车载两人前往锦绣龙湾。行
至同乐大街麦当劳对开路段时，遇到民警查车，
因为担心再次被查处，于是驾车逃跑拒检。

加大审查力度 源头打击“套路贷”
市第一法院半年移送涉虚假诉讼案100件45人

244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办理扫黑除恶
案件四个意见，对“恶势力”“套路贷”等刑事案件的认定标准作出进一步明确。一些“套
路贷”企图通过诉讼，将不合法的营利模式“漂白”变成合法。记者7月11日从市第一法
院了解到，该院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从源头打击“套路贷”，目前已向公
安机关移送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100件45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10件5人。

本报记者 张房耿 见习生 文露漪 通讯员 王念 吴娟欢

文/本报记者 夏亮红 实习生 吴慧珍
图/本报记者 夏升权

“这位大姐背着小孩送快递，确切地说，叫绑。生活不

易啊，小孩很乖，没哭闹没反抗，也许哭过闹过反抗过

……”昨日上午，网友@后船仔 发布一则图文并茂的朋

友圈，引发了许多网友感慨。照片中，有一位女子在送快

递，不同的是，她的手里拿着快件和手机，身上还用背篼背

着一个小宝宝。她是谁？为何要背着小宝宝送快件？记者随

后找到了照片中的主人公，倾听了一个令人有点心酸又励

志的故事。

@后船仔说，作为一名父亲，昨日
上午在东区某单位办公楼看到这一幕，
心疼背上的宝宝，就拍了张照感慨，不
想引起了很多网友共鸣。根据收件人留
下的电话号码以及快件上“中通快递”
字样，记者随后在东区起湾道附近街
道，找到了正背着小宝宝回到快递站的
刘晓敏。

烈日当空，身材微胖的她，身上的
连衣裙已经被汗水打湿了一半，来不及
洗把脸、换身衣服，便赶紧放下背上的
小宝宝喂水。“我宝宝本来皮肤很白的，
跟着我跑了半年，现在变黑了很多。”刘
晓敏送完快件、喂养儿子后，她又得忙
着为在快递站看守的9岁大儿子准备午
饭。

已到不惑之年的刘晓敏来自广
东汕尾，两年前，她和丈夫在这里开
了这个小快件站，为了节省人工开
支，收送快件都是由夫妻俩亲力亲
为。由于婆婆年纪大了，而且患有帕
金森症，没有老人照顾，她只好天天
背着还只有 1 岁零 8 个月的小儿子一
起送快件，而大儿子暑假期间就帮忙
看店。

刘晓敏和丈夫每天要送两三百个
快件，跑几十个不同的小区和单位，由
于要带着孩子一起，她主要负责送距离

较近的快件，两三百米以内的，她就背
着儿子步行，稍远的，她就骑电动自行
车载着儿子一起送。这半年来，无论严
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她都和儿子在
送快递的路上。

“刚开始的时候，宝宝有些哭闹和
反抗，但现在非常配合了，只要说‘宝
宝，走’，就会立即自己爬上车或者爬到
我背上。”刘晓敏说，为了安全起见，她
每次带着儿子骑车时，都会用保险带把
儿子和自己捆绑在一起，慢速行驶在人
行道上。

●背着儿子送了半年快递

●不到两岁的儿子已习以为常

●为了孩子再辛苦也值得

。

租地近40亩填埋垃圾数千吨
大涌警方侦破一宗严重污染环境案，20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这块农地至少填埋进了2000吨垃圾。 本报记者 卢兴江 摄

昨日天气多变，为防骤雨，刘晓敏出发前用防水袋将后座上的快件包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