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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推车上，几个方方正正的快递包
裹平整摆放。身着黑色夹克的取货人
看似满脸悠闲，半闭着的眼睛里，余光
不停扫视四周。为了取这几个快递，
一伙人已经在快递点周围徘徊了三四
个小时，有人冒雨前来望风，观察周边
情况；有人开车来回“不经意”经过，打
探 情 况 ；还 有 人 佯 装 取 件 ，实 为 查
探……

“有个光头在附近，还有一个穿快
递员衣服的，现在都走了。”电话中，望
风者不时汇报现场情况。可就在他们
大费周章，以为万无一失，大胆来取件
时，禁毒民警仿佛凭空出现，瞬间控制
了取件的成某。几乎在同时，在不远处
观望的主犯邓某还没来得及反应，亦被
民警抓获。

近日，在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协调指
挥下，区公安局成功侦破了一起邮包寄
递毒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5 人，缴获
各类毒品约 11 公斤，查扣涉毒车辆 1

台、人民币 5 万元，斩断了一条从云南
边境到合川的贩毒通道。

没有固定工作却日常开销巨大

今年3月，区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
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辖区内有一
邓姓男子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准备购买
毒品回合川贩卖。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邓某并没
有固定工作，日常开销却巨大，甚至还
购买了一辆玛莎拉蒂豪车。

这样的花销显然与其没有固定工
作的身份不相符。而就在警方对邓某
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的时候，发现邓某
在云南西双版纳某银行取出现金15万
元。

让人感觉蹊跷的是，邓某取款后
并没有在西双版纳游玩的意思，而是
预定当天的机票飞回了重庆。种种
迹象表明，邓某前往云南的目的并不

单纯。
很快，警方通过侦查发现，7个装有

毒品可疑物的快递包裹，被分成三批，
从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寄往合川。

区公安局研判，这7个包裹很可能
就是邓某此次前往云南购买的毒品。
为了将邓某及其贩毒团伙成员一网打
尽，区公安局提前在快递点布控。

快递点上演心理博弈战

然而，邓某异常狡猾，多次从快递
点门口经过，而且还安排同伙胡某在
附近观察是否有特殊情况。3 月 31 日
下午 3 点 30 分左右，邓某只身来到了
快递点，但是他并没有取走装有毒品
可疑物的目标快递，而是取了一个无
关紧要的小件。

这一举动，就是为了试探自己是否
被警方盯上，殊不知他这个小算盘早已
被民警看透，一举一动都尽在掌握。

当天下午4点30分许，邓某又指示
同伙成某来到快递点，准备用一辆手推
车，将三个快递包裹取走。眼看时机成
熟，在现场布控的民警立即对成某展开
了抓捕。

“遭了！”就在邓某暗叫不好，准备
驾车逃跑时，4辆车前后夹击，瞬间将邓
某的“玛莎拉蒂”牢牢卡死，让邓某只能
下车就擒。

11公斤毒品被伪装成茶叶
藏在快递包裹中

经拆封，7个伪装成茶叶、茶具的快
递包裹内藏有大量麻古。经称量，共计
查获毒品11469.9克。

区公安局顺藤摸瓜，展开全链条打
击——分别在云南将出售毒品的岩某
二和邮寄快递包裹的岩某一抓获，就此
斩断了一条从云南边境到合川的贩毒
通道。

想瞒天过海，机关算尽的他们还是栽了
区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邮寄毒品案

○记者 李文静 通讯员 景然

本报讯（通讯员 汪志中）为进一步
提高老年人反诈骗意识，增强对网络诈
骗的“免疫力”和防范能力，连日来，香
龙镇安全办、宣传办、派出所工作人员
深入社区、村社院坝开展“全民反诈骗”
宣传教育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
传资料等形式，宣传欺诈骗保行为典
型案例、相关举报方式及奖励办法
等，提醒群众不要轻易将个人资料、
卡号、存款、密码等信息告知他人，要
清醒地认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克服

“用小钱赚大钱”“吃小亏占大便宜”
的念头，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工作
人员还建议老年人平时要多关注新
闻媒体，了解各类诈骗特点，防止不
必要的财产损失。

据悉，宣传队将深入全镇10个村1

个社区开展同类活动，让群众掌握更多
的防诈骗知识。

香龙镇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进院坝

近日，我区气温
持续攀升，多地出现
高温天气，人们纷纷
戏水休闲，尽情享受
炎炎夏日里的清凉。
图为市民在嘉隆西海
浅水区打水仗。本报
提醒：市民戏水时，需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特 别 是 加 强 对 孩 子
的教育和监管，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清凉
度夏。

记者 陈刚 摄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上的渣滓洞
监狱中枪声大作，狱中的革命志士正在遭受国
民党特务的疯狂屠杀，一位共产党员躲过两轮
子弹的扫射后，将一块床板猛地砸向窗户，然后
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口，顿时被打得血肉模
糊……他叫周后楷。

1922年，周后楷出生于四川万县（今重庆市
万州区）。高中毕业后，他来到重庆菜园坝国民
中心小学任教。在学校，他组织了少年剧团，通
过文艺演出来宣传、鼓动民众的抗日斗志。剧
团初建时缺少经费，周后楷就自己拿出钱来开
支以保证《八百壮士》等抗日剧目的顺利公演，
同时，他还带领学生书写、张贴抗日标语，在街
头演唱抗日歌曲。之后，他还借外出公演的机
会，把剧团的青少年悄悄带往延安。

抗战胜利后，周后楷又进入重庆社会大学
学习。1946年，川东地下党组织为了开展农村
抗丁、抗粮、抗捐的“三抗”斗争和发展进步团
体，组织上安排他回到万县，并为他谋得武国民
中心小学校长职务。在此期间，周后楷以他的
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发展进步群众组织。
1947年11月，他加入地下党，并将一些地下党
员安排到学校工作，为其从事地下活动获取合
法身份。他在学校里散发进步书刊，并教学生
唱《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解放区的天》等革
命歌曲，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按照党组织
的要求，他常常在晚上以拉胡琴、唱京戏等娱乐
方式为掩护开展联络工作，借赶场天接待农民
运动积极分子，不断发展进步力量，并通过开展

“三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和恶霸势力
的气焰，极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1948年6月，由于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
遭国民党特务破获，党内随即出现叛徒，周后楷
被出卖。7月20日，他与妻子江蜀屏一同前往
万县男中看望老同学任天才，随后前往涤尘茶
馆收生意款，周后楷一个人进了茶馆，妻子则前
往朋友家办点事儿。就当妻子重新来到茶馆附
近时，便看到茶馆门前围了很多人，一个身穿白
衣白裤的人用枪抵住周后楷的背心。见妻子正
向茶馆走来，周后楷连忙使眼色，并微微摇头，
暗示妻子不要上前。随后，他被国民党特务逮
捕并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家人多方设法营救，均
未果。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姐夫说：“敌人用尽酷
刑没捞到什么，他们抓不到我的证据，他们要我交代事实是枉然，我
死也不动摇共产主义信念。”

周后楷烈士档案中记载了一位特务后来所交代的情况：周后楷
一案，是重庆行营（1949年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徐远举负责
经办的。他是被涂孝文出卖而被捕的第27人，是万县6月抓捕行动
中的漏网分子……因我们是代捕、代押、代管，无权处理人，后来我
们还是把他交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那里去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渣滓洞监狱，周后楷同狱
中的难友们一道认真、冷静地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对革命抱有
必胜的信心，他非常盼望今后能够出狱去做一名教师，他特别想念
那些可爱的学生。但是，“解放大军已临近重庆，蒋家王朝即将覆
灭，敌人可能会作垂死挣扎，反动、凶残是敌人的本性”，周后楷对此
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因此，他托看守给朋友带出了一封信。这封
信写在了一张烟盒纸上，内容是：我军快要入川境，估计敌人狗急跳
墙，要来一次屠杀，我已做好牺牲的准备……

1949年11月27日，周后楷在渣滓洞大屠杀中殉难，年仅27岁。
解放后，妻子江蜀屏在一篇纪念周后楷的文章中写道：记得最后一
次是11月下旬，后楷带给我纸条，写的是：“天快亮了，我可能凶多吉
少，如果我不能回来，你要带好孩子，照顾好我的父母。”

关于周后楷，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还有这样的记
载：他酷爱音乐、戏剧、文学，擅长演奏二胡、风琴，特别喜爱刘天华
的二胡独奏曲，如《良宵》《病中吟》《空山鸟语》等曲，喜欢唱京剧、川
剧和演歌剧、话剧。但令人惋惜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喜爱艺术、颇富
生活情趣的革命志士终究还是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迫害。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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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李先生接到一通陌生来
电，询问他是否需要低息贷款。正为资
金短缺发愁的李先生，按照对方指引下
载了一款网贷App。一番操作后，对方
以验资、认证为由4次骗取李先生共计
10余万元。

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近期监测发
现多起仿冒投资平台进行诈骗的事
件。“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虚
假网贷App仿冒银行、金融平台，诈骗
分子多方引流、大量分发。

记者随机进入一个名为“黑户贷”
的网站，在网站引导下，记者留下电话
号码，随即该网站弹出一款贷款 App，
无需经应用商店即可点击链接下载。
记者又随机登录了十几个类似网站，也
接到了境外电话，要求下载指定贷款

App。
“这些号码均是诈骗电话，切记不

要下载软件，不要相信任何先支付后打
款的承诺。”在记者暗访涉诈网贷 App
的过程中，民警通过电话多次发出预
警，提醒记者存在被骗风险。

据公安部统计，2021 年以来，60%
以上的诈骗都是通过虚假手机App实
施。其中，虚假网络贷款App诈骗是主
要类型之一。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诈骗犯罪
分子升级变换作案手法，网贷诈骗App
打擦边球、迭代更新，欺骗性更强。

——假借知名企业名头行骗。
诈骗分子仿冒京东金融、马上金

融、360借条等平台，推出大量“李鬼”式
App，以相似标志和产品介绍以假乱

真，以“小额返利”等诱导网民访问下
载，进而实施诈骗。平安银行曾发布声
明，不法分子利用仿冒 App、网站进行
贷款诈骗。

——通过网站封装躲避审核。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受害者根据

“指引”下载的涉诈金融类App都是由
黑灰产技术人员按照诈骗分子要求封
装的。所谓封装，是将网址、应用名、
LOGO、启动图打包形成一个App应用
包，使网站以App形式呈现，以此躲避
应用风险审核及开发者信息登记制度。

——多方引流大量分发。
虚假网贷 App 的引流方式，既有

搭建虚假贷款网站等待被害人上钩，
也有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群、QQ 群
等多种渠道进行推广；既有面对不特

定群体进行广撒网的，也有通过黑灰
产业链条非法购买需贷款人员信息精
准诈骗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说，针对虚假网络贷款类诈骗，加强通
信、金融、互联网三方的综合治理仍是
关键，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应严格落实监
管主体责任。业内人士认为，打击虚假
网贷App制作，要重点关注参与其中的
小微技术公司和个人。

对于虚假网贷App推广引流环节，
业内建议加强对电信运营商、大型互
联网搜索平台、大型社交软件公司的
监管要求，切实加强对广告客户、流量
购买者的金融资质审核，杜绝传播虚
假信息。

（据新华社济南7月6日电）

虚假网贷App调查

号称“低息贷款”仿冒金融平台

重庆日报讯（记者 何春
阳 实习生 卞立成）7月6日，革
命题材电影《最后58天》在大坪
举行首映礼。该影片导演、总
制片人、编剧、领衔主演等主创
人员现身首映礼现场，分享创
作过程、心得感悟。该影片计
划于7月15日全国公映。

据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历史文化
特别是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
落实市委要求，市委宣传部、市
电影局特别指导创作，重庆靶
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重
庆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人杰影视有限公司、觅

山（重庆）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等
联合出品了《最后58天》这部革
命历史题材院线电影。

影片《最后58天》根据作家
李乔亚长篇小说《最后的58天》
改编制作而成，主要讲述了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后至

“11·27”大屠杀前的这58天里，
以高天、倪虹、邬江、吴芝兰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在渣滓洞组建狱
中临时支部，团结带领广大狱
友，与敌人开展斗争并越狱的
故事，讴歌了革命烈士宁死不
屈、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

（据2022年7月7日《重庆
日报》）

重庆本土红色电影
《最后58天》举行首映礼

讲述红岩英烈狱中斗争故事
计划于7月15日全国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