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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
“家事调查员综合服务平台”
APP 上线

拍卖名家书画献爱心

全省首创家庭纠纷化解智能模式

本 报 讯 10 月 8 日 ，
“爱在深秋，书画传
情——
—黄埔区收藏家协会书画作品展暨首届公
益拍卖会”在广州开萝美术馆举行。副区长梁正
华出席活动。
本次拍卖会上拍卖的作品有刘振铎、
陈永锵、
王中年等知名书画家的笔墨精品，
内容丰富，
题材
各异。
同时，
拍卖会上，
各艺术大师作品也均采取了
“亲民”
的定价，
旨在让更广大的民众能够享受到收
藏书画艺术品、
奉献社会公益事业所带来的乐趣，
吸引了不少书画艺术爱好者前来竞拍。
经过两个小时跌宕起伏的竞拍，诸多优秀作
品被收藏爱好者收入囊中，尤其是本次活动的捐
赠作品，受到现场收藏家们的热捧，数回合竞拍
之下被
“抢空”
。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书画展览和拍卖会具有
极强的的公益性质，部分拍卖收入将直接资助广
东省扶贫基金会，
用于帮扶贫困项目。 （文联）

本报讯 近年来，家事案件数量不断增
长，类型日益多样，处理难度不断增大。为
进一步推动家事审判工作改革，区法院研
发的“家事调查员综合服务平台”手机 APP
近日正式上线，进一步创新“互联网 + 家事
调查”
工作模式，
形成信息化服务体系，
构建
了多部门联动化解家事矛盾纠纷平台。据
悉，该模式为全省首创，为我省家事审判工
作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该 APP 借助智能手机互联网平台，实
现公告任务的灵活筛选。调查前，法院将
调查任务通过系统进行公告，调查员用户

可在 APP 客户端界面查看案件信息，选择
是否接受任务。若无人接受任务，系统将
参考调查员与被调查人之间的位置、调查
员处理相似案件的能力等综合因素，自动
匹配合格的调查员。一旦选定调查员，系
统自动将案件信息推送至调查员，并确定
调查日期及完成任务时限，同时自动生成
计划提醒。
家事调查管理平台支持目前全部的多
媒体接入方式，包括文字、语音、视频、
EMAIL、
Web 在线联系等，支持不同场景下
通信方式的智能自适应。调查时，
调查员可

对谈话内容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保存上传，
法官可及时调取谈话内容。同时，
该系统不
仅可以点对点直接连通通信，而且支持跨
防火墙、跨网段、离线传输等多种情况下的
通信方式。平台内置智能路由技术，
自动根
据用户的网络情况采用不同的网络传输技
术，被调查人若因外出或各种原因不能接
受面对面调查时，通过身份认证后，可进行
远程异地调查。
家事调查员运用该 APP 进行调查后，
就调查结果形成书面文字材料，以附件上
传于 APP 供法官参考。相关案件开庭过程

第五届 QC 小组成果发布赛举行

企业展示质量管理妙招
本报讯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第五届质量
管理小组成果发布赛日前举行。此次竞赛共
收到 19 家企业的 53 个课题，其中 6 个 QC
（质量管理）小组进入最终发布赛。管委会副
主任蒋宝鸿出席现场会。
经过激烈角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
零一工厂黄埔军械修理厂突击兵 QC 小组”
获得一等奖，
“广州创维平面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尖刀 QC 小组”
和“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卓越小组”获得二等奖，
“广州市黄埔建
筑工程总公司番禺都那涌 QC 小组”
、
“广州
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新生力 QC 小组”
和“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永无止境

QC 小组”
获得三等奖，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黄埔港务分公司调货 QC 小组”等 10 个小组
获得优秀项目奖。
据了解，我区开展的区级质量管理小组
活动是全省唯一由区级政府主导推动的创新
性群众质量活动，2013 年举办以来，覆盖范围
从制造业扩大到建筑工程业、服务业，参与单
位包括国有、外资、民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全
区累计参与企事业单位总数达 200 多家，成
立 QC 小组 3560 多个，解决质量问题隐患
8000 多个，
累计创造经济效益（或降低质量损
耗）超 4 亿元，为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质增效
打下了良好基础。
（强区办 张迪红）

市商务委督查企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 日前，市商务委主任陈杰带队到
我区广州美维电子有限公司和广州萝岗万达
广场，
检查督促安全生产工作。
检查组详细了解两家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工作的情况，
现场查看了企业的消防通道、消
防设施和消防装备配置等，并指出了存在的
安全隐患。
陈杰表示，要把外资生产企业先进的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和理念应用到专业批发市场
的安全生产工作中，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要
开展互检互查工作。通过互检互查，
促进企业
间互相交流学习，
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
据悉，区商务局自今年 7 月组建以来，积
极履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职责，建立起各
项规章制度，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联合多部门开展了多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举
办了 100 多家商贸领域企业参加的安全生产
工作培训。下一步，将继续联合多部门加大
对重点场所和重点企业的检查督促力度，继
续推进安全生产专家排隐患促整改工作和
企业间互检互查工作，力保商贸领域安全生
产零事故。
（商务局）

知识产权局制定 34 项内部管理制度
本报讯 自机构优化调整以来，开发区知
识产权局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管理和制度建设，
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真正
做到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落实在日常。
9 月底，
该局专题召开局务会议，
研究修订
内部管理制度，
审议通过了《
“三重一大”
集体决
策制度》
《廉政建设管理规定》
《工作会议管理
规定》
《休 （请）假制度》
《车辆使用管理规定》
《经费使用管理规定》等 34 项工作制度。
会议指出，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既是规范
管理、
提高效能的客观要求，
也是推进
“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
会议要求，一是将会议审议通过的 34 项
制度正式印发执行，
并编印成册，
人手一本；
二

是全体人员要认真学习，
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
度，
切实做到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断提
升工作效能；三是要不断增强纪律意识，形成
用制度
“管人管事管权”
的良好氛围，
为本单位
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据悉，该局制定的《制度汇编》分为七个
大类共 34 项制度，涵盖了廉政建设、三重一
大、
会议管理、
安全生产、
经费使用、
公务接待、
保密工作、
服务规范、公文办理、信息管理、政
务公开、
档案管理、
印章管理、综合治理、考勤
请休假、
工会工作、
资产管理等各项工作，
明确
了各项办事流程及要求，做到全面覆盖、不留
死角，
不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还牢牢扎
紧笼子的藩篱。
（知识产权局 黄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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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家事调查员根据 APP 的提醒通知及法
庭要求参与庭审，宣读本人所作调查报告
供当事人质证，亦可经当事人同意参与调
解。案件判决后，
由家事调查员跟踪考察裁
判文书的履行情况，及时进行社会干预，
并
制作调查回访报告上传 APP，供法官了解
被告人社会校正情况。必要时，
对受侵害未
成年人可就是否提供援助等有关情况向法
院提交书面报告。被调查对象亦可登陆该
APP 对调查员进行体验评价，实现双向考
核，
提高家事调查员工作质效。
（法院 陈香宇 张炜珊）

演练现场
本报讯 日前，区城管局联合
相关部门，
在黄埔体育中心举办燃
气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演练主要模拟市政工程开挖
作业，
挖掘机操作不慎导致地面坍
塌，损毁地下的天然气管道，无法
修复，
天然气大量泄漏。事故发生
后，我区立即成立现场指挥中心，

平安一线

舌尖上的安全
我国食醋按照生产工艺主要分为酿
造食醋和配制食醋。酿造食醋是单独或混
合使用各种谷物、水果等物料或食用酒
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根据发酵工
艺可分为固态发酵食醋和液态发酵食醋；
配制食醋是以酿造食醋（以乙酸计不低于
50%）为主要原料，
添加食用冰醋酸按照国
家标准混合配制而成。

一、食醋的选购
市场上的食醋类型、名称多样，在原
料、生产工艺方面各具特色。其中，陈醋、
老醋主要是指经过长时间陈酿的谷物醋；
香醋是以糯米等为原料采用固态发酵工
艺生产的食醋；熏醋是固态发酵食醋生产
过程中经过熏醅工序得到的食醋；米醋主
要以谷物为原料采用液态法发酵生产；果
醋是以水果为主要原料酿造而成。饺子
醋、凉拌醋是在普通食醋的基础上添加其
它食用原料生产的，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
需求选购不同食醋。
酸度是食醋的主要指标之一，对同一

类型产品，酸度越高生产成本就越高。与
调配食醋相比，酿造食醋中不挥发酸、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更高，氨基酸、有机酸等
物质更为丰富，口感柔和，摇晃后产生均
匀的泡沫并且较为持久。质量好的食醋具
有特有的香气，劣质产品一般有异味或滋
味寡淡。

二、食醋的食用
食醋的酸味主要来源于醋酸等有机
酸，对于特殊人群，如患有胃炎、胃溃疡患
者，应当注意控制食醋的食用量，以免引
起不适。白醋常用于凉拌菜，加热烹饪时
容易挥发。此外，酸味能增强人对咸味的
感知，炒菜时添加少量食醋不仅改善口
感，
也有利于减少食盐的摄入量。

三、
食醋的贮存
食醋酸度较高，不要存放在不锈钢容
器中，最好使用玻璃瓶存放。以谷物为原
料采用固态发酵法生产的食醋，在存放过
程中容易产生沉淀，在保质期内如无其它
异样属于正常现象，可放心食用。产品打
开后，注意用完随时加盖，以减少产品风
味物质的挥发以及环境中灰尘、微生物等
的污染。
（食药监局）

位协同配合作战能力，
锻炼了应急
队伍，积累了演练救援的实战经
验。下一步，
燃气应急事故处置工
作要重点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二是以练促战，
进一步提高应急能
力；三是根据职责，进一步加强燃
气管理。
（城管局 罗栩泳）

70 后家庭主妇假扮空姐谈对象
80 后男子 9 年被骗近 70 万元

秦某，男，
37 岁，未婚，广西
南宁人，某企业员工。张某，女，
42 岁，广东韶关人，现住广州市
黄埔区，已婚，无业，丈夫是一名
老师，婚后育有一子已经 20 岁。
这两个人，
相隔千里，
又没有亲戚关系，
乍看
上去，完全就是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人
……但是，他们之间却上演了前前后后持续
9 年之久的“恋爱”
，只可惜，男方掏空了心
窝和财产，
换来的只有 9 年的虚假和欺骗。
近期，
黄埔警方深入推进“飓风 2017”
专
项行动和百日攻坚大会战，由南岗派出所、
刑警大队组成的专案组，
侦破一宗假扮空姐
实施诈骗的案件。

有缘千里能相会

食醋的消费提示

各单位有条不紊地按各自职责开
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后，
事故得到
成功处置。
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
过这次模拟燃气泄漏应急救援的
成功演练，
验证了我区燃气应急预
案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有效地检验
了燃气应急救援能力以及相关单

2008 年初，秦某在网上聊天室认识了
一名自称是
“X 娜”的网友，因为双方都有共
同的喜好，
所以就互相加了 QQ 好友并留了
手机联系方式，经常在一起聊天。当时，
“X
娜”自称福建省厦门市人，1981 年出生，是
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目前住在广州市。经
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2008 年 5 月，两人初步
确定了
“恋人”
关系。
其间，秦某多次向“X 娜”索要她的个人
照片，
“X 娜”在无法推脱后，才陆陆续续发
去几张照片。看到照片里笑容妩媚的
“X 娜”
后，秦某更加笃定心思要跟对方在一起。

一哭二闹三上吊
2008 年 9 月，
“X 娜”说她生病了，银行
卡又正好被柜员机吞卡，暗示秦某资助她一
下。所谓佳人有难，
义不容辞，
秦某二话不说
就汇了 6000 元过去。
2009 年初，秦某想约
“X 娜”见面，但“X
娜”自称在大连市支援春运抽不开身，两人
为此发生争执，
“X 娜”哭诉称，为了和秦某
在一起，她已经跟家里人闹翻了，连爸妈都
跟她断绝了关系，
活着没有意思。一气之下，
“X 娜”
决定“割脉自杀”
。事后，秦某觉得是
自己的责任，心里很愧疚，遂将所有的“住院
费用”
汇给了对方。
从此以后，
两人只要一起争执，
“X 娜”
不
是
“割脉”
，就是“吃安眠药”的，反反复复，持
续不休。而每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秦某都不
停地为她支付相关的
“住院费用”
。其间，
秦某

—黄埔警方侦破一宗网络诈骗案
——
也曾多次提出让
“X 娜”
发自拍照片给他解一
解相思之苦，但“X 娜”总是说自己不喜欢拍
照，
也不想让秦某看到她生病的样子。一旦较
真，
“X 娜”
就会以自杀的方式相威胁。
其实，秦某不止一次提出双方见面的要
求，
但是，
“X 娜”都以其本人在大连、北京或
东南亚等地工作，拒绝见面。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了，秦某和“X 娜”
多次
“分分合合”，每次双方的关系即将走到
尽头的时候，
“X 娜”总是会带着新的问题鬼
使神差地“回来”。当然，为了缓和秦某的情
绪，
“X 娜”也曾信誓旦旦地表明了“非君不
嫁”的决心，痴情的秦某总是一次次的选择
了谅解和资助。
然而，秦某所付出的一切，似乎都无法
挽救这场
“惊天动地的苦恋”。

然而这个时候，当秦某再次拨打
“X 娜”
的电话时，
却再也没有人接听了……

贪慕虚荣的主妇

2017 年 8 月底，区公安分局南岗派出
所接到秦某报警，称其被一名在网上认识的
女子诈骗了近 70 万元。接报后，黄埔警方迅
速抽调南岗派出所、刑警大队精干警力成立
专案组开展侦查。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相关线索，专案组经
过缜密侦查，循线锁定了住在南岗地区的犯
罪嫌疑人张某。调查发现，该嫌疑人在 1995
年就已经结婚，目前无业，丈夫是一名老师，
婚后育有一子已经 20 岁。9 月 7 日，
专案组
果断出击，在嫌疑人家中将其抓获归案，当
场缴获 2 张银行储蓄卡（秦某名下）以及电
脑、
手机一批。
一语惊醒梦中人
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供述，因为身边的朋
友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她本人比较自卑，但
2017 年 2 月，疲惫的秦某在一次激烈的
争吵后，
找了一位朋友倾诉他的
“感情经历”
。 是又有攀比的心态，每次朋友聚会她都是抢
着买单。特别是假扮空姐跟秦某“谈恋爱”
所谓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秦某的朋友在分析
了相关情况后，
觉得
“X 娜”
更像个骗子，
建议
后，只要她开口说有困难，对方就义无反顾
地资助她，所以就以各种理由骗取对方的钱
秦某去咨询专业的律师。
当律师听到这种情况
财，骗来的钱大部分用于旅游、购买名牌化
后，
一口断定对方绝对是个骗子。随后，
秦某
妆品和日常生活支出等。为了让自己的身份
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网络上找到了“X 娜”之
，张某专门买了两张福建厦门的
前发给他的照片——
—原来竟然是某位女艺人 “站得住脚”
的照片，
且个别照片甚至有明显的 PS 痕迹！
电话卡，并对秦某谎称是其
“母亲”
“堂嫂”的
电话号码，
实际上均是由其本人操作。
秦某顿时如遭五雷轰顶，虽然他一直都
有怀疑对方的身份，但是由于用情过深，早
据警方介绍，本案的受害者和嫌疑人反
差比较大：
80 后的秦某，长相端正，文质彬
就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没想到 9 年来的
苦苦经营，换来的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经
彬；
70 后的张某，
貌不出众，
面带沧桑。但是
深陷其中的秦某为爱冲昏头脑，对该女子在
过查询银行卡流水，这些年以来，仅仅通过
银行卡汇给“X 娜”的金额就接近 60 万元， 网上的自我介绍深信不疑。
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警方依法刑
加上一些无法统计的其它汇款、送礼等支
出，
秦某一共送出了近 70 万元。
事拘留。
（公安分局）
网恋有风险，
谈情需谨慎。网络只是双方相识的一种手段，
通过网络而
警方提醒：
获得的爱情说到底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现实中来。虽说恋爱中的人都容易盲目冲动，
但还是要保持应有的冷静。此外，
及时与父母、
朋友沟通，避免自己陷入当局者迷的
状态也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