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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在网上吐槽称，
位于新唐人街的一处免费书柜虽然

放了书，但却落了锁，质疑书柜成了
“摆设”。随后，三秦都市报记者前

往进行了走访。
9月10日，有市民拍摄视频在

网上发布消息称，曲江步行街免费
书柜上锁，游客想看书遇尴尬。

昨日，记者来到网友所说的曲
江步行街，即大雁塔南广场的“新
唐人街”。免费书柜所处的区域
设计别致，色彩斑斓的长椅，精巧
的书屋和免费的咖啡机相互印
衬，将这里装点成了一个休闲放
松、静心阅读的好去处。但遗憾
的是，书柜里虽投放了几十本书，
却有“铁将军”把门，咖啡机也未
投入使用。记者在此停留了约半
个小时，不时有市民来这里小坐
休息，也不时有人跑到书柜前想取
书阅读，可看见门上的锁之后，不
得不摇头离开。

见到记者采访，90后小伙小王

称，自己从外地来西安旅游，逛完
大雁塔后来到步行街随便走走，看
见有个免费阅读区还挺惊喜，可这
把锁让他很失望。“我一直觉得一
座城市能设立免费书柜，是它文明
的体现。西安又是文化古城，街头
有这样的阅读区真是相得益彰。
可是设立了又把它锁起来，感觉怪
怪的。”小王疑惑，“这些书柜是不
是有特殊的开放时间，自己恰好没
赶上趟？”

记者随后询问了附近的商户，
“这个阅读区应该是今年5月就弄
好的，书柜前期应该是开过，见过
有孩子们坐在这里看书。但最后
为啥上了锁，具体啥时候锁上的，
不太清楚。”

昨天下午，记者特地就市民反
映的问题，联系了曲江新区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该办公室回复新唐人街免费

书柜上锁的问题称，经核实，市民
反映的免费书柜系街区商家“小爱
咖啡”为打造“图书+咖啡”多元化
的经营业态，而设立的咖啡配套业
态，以满足市民游客在品尝咖啡时
体验阅读乐趣。书柜自投放以来，
一直免费开放。但因该商家对书
柜管理不完善，造成部分书籍损坏
丢失，对此，“小爱咖啡”拟对书柜进
行全面升级。

该办公室称，就市民反映的情
况，他们已与商家进行沟通协调，请
对方重新开放书柜。对方表示，将
采购书籍，并招聘专人进行日常维
护及管理，从9月13日起，将把开放
时间调整为每日19：00-21：00。
本报记者张晴悦 实习生荣佳玉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三秦
都市报9月 12日在A7版报道了
西安市莲湖区丰登东路人行道
上遗留树桩未及时清理，影响行
人安全正常通行的问题，9月 12
日晚，西安市莲湖区城市管理局
工作人员书面回复本报记者表
示：报道刊发后，莲湖城管局高度
重视，立即指派区绿化队第一时
间进行清理。

回复中说，莲湖区城管局绿
化队已于9月12日上午，对丰登
东路人行道遗留树桩进行拆除，

12日上午全部拆除完毕。明确下
一步结合秋冬季植树增绿活动对
缺损的树木进行补栽。

同时，就此将举一反三，全面
排查，该区城管局将对莲湖区人
行道树坑情况进行排查，逐条路
段对存在影响安全的树坑进行全
面整改，确保媒体监督批评全面
落实。表示莲湖区城管局全部工
作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全面监
督，对媒体、市民的投诉、监督、
批评接受并立即整改，恳请媒
体、市民继续监督他们的工作。

绊人树桩已清除

“拦路虎”快清理 后续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西安
市鱼斗路贺家寨村口，电线杆快
要躺在路面上了，威胁过路行人
车辆安全，这样的拦路虎请相关
部门关注关注吧！”近日有网友通
过网上贴吧微博爆料影响安全的
这一隐患。

9月13日15时许，记者驱车
来到鱼斗路与西三环交叉路口向
东200米处的老烟庄村西口附近，
看到东西走向的公路南侧，一根
直径约40厘米硕大的水泥电杆已
经齐根断裂，断裂处露出钢筋。
电线杆顶端原本架设在钢丝钎绳
上多根拇指粗细的电缆，受电杆
向北严重倾斜的拉扯，有随时断
裂电杆掉地的危险。在此记者观
察发现，这里是通往老烟庄的必
经之路，每当有车辆过往，倾斜的
电线杆因受到震动，摇摇欲坠，过
往行人和车辆到此地看到这种情
形，都小心绕道而过。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里原
本属于与老烟庄比邻的贺家寨

村，电线杆附近原本是几家在路
边设立的小门面房及洗车行，前
不久因征地拆迁，门面房拆迁后，
留下一大片平整的水泥地面，有
人将此临时当成了免费停车场，
常有过往的汽车在此停放。前几
天电线杆还笔直地竖立在这里。
从现场电线杆底部留下新鲜撞击
痕迹判断，电线杆倾斜很可能是
在此停车的人，开车时碰断了电
线杆导致，具体情况没人能说清
楚，这种情况已经有几天时间了。

几位村民说，好在电线杆上
只是通讯电缆，要是高压电缆情况
就更加危险了。目前倾斜的电杆
仅靠电缆和周围的几根电杆拉扯，
暂时没有完全倒下，一旦倒下会危
及路人和车辆安全。这里到了晚
间照明情况不好，再有车辆和行人
撞倾斜的电杆，情况就更难预料
了。为了车辆和行人安全，他们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到此处理断裂倾
斜的电线杆，让途经这里的过往
车辆和行人不再提心吊胆。

免费书屋开放不久就上锁
商家：管理不善造成书籍丢失，将全面升级

免费送运动手环？骗局！
警方提醒：切勿贪小便宜

“只要把微信二维码推送给朋友，就可免费领取华为手环，只需邮费29元！活动仅3天，名额有
限！”近日，不少市民都收到过这条微信，很多人以为，只要付29元的邮费，价值近400元的华为手环
就可以免费领，这么好的事，太让人心动了！即便是假的也没事，不就是29元钱嘛，损失也不多，何况
万一是真的呢！三秦都市报记者告诉你，这还真是一个骗局，近日哈尔滨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特大系列
电信诈骗案，骗子通过“运动手环免费送”骗了200万人8000万元。

“快递是从哈尔滨寄过来的，
还没收到……现在再打开那个链
接，就会弹出一个提示‘已停止访
问该页面’，上面提醒，网页包含
恶意欺诈内容，被多人投诉，为维
护绿色上网环境，已停止访问。
这到底咋回事？”

“你收到东西了吗？我的已
经收到了，送快递的人告诉说，这
东西就是个计步器，那就是个骗
人的，他们一天能退十几个，建议
我不要收货。他们会直接返还，
跟你说一下，千万不要签收。”

近日，不少市民和网友发现，
他们频繁收到朋友在微信里发送
的私信二维码图片，上面显示，可
以免费领取“苏宁易购折叠电动
车免费送，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

免费领取”。其中还注明，为了回
馈广大新老顾客，现拿出288个折
叠电动车免费送，活动有效期 2
天，活动真实有效先到先得。

当识别二维码后，根据提示，
会添加一位新的朋友。“一个女
的，让我将微信朋友圈的人数截
图发给她，然后她给我发来另一
条免费送‘华为运动手环’的二维
码，并让我按照这个人数群发。”
西安网友IT昨告诉三秦都市报记
者，他按照对方所说的操作，完成
整套流程后，对方承诺的电动车，
等了一个月也没有收到。

“等待期间，我却收到了一
款运动手环。”网友 IT说，当快递
员将这个运动手环递给他时，让
他缴纳 29元的快递费。网友 IT

为了确定能收到即将到来的电
动车，便再次联系自己添加的新
朋友，可这位指导他完成整个流
程的女子，却从他的朋友通讯录
里消失了。

“付了 29块钱，收到的是一
个连手表功能都没有的东西，就
是一个显示屏，只能显示几个不
知道什么意思的数字，然后3秒钟
后就自动关机了，且没有充电接
口，应该是使用内置纽扣电池的
玩意。”昨天上午，网友 IT向记者
讲述了一个多月前发生在他身上
的骗局。近日，他在网上看到，很
多人都有和他类似的经历，他认
为这是一场骗局。而近日哈尔滨
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例，更让他对
此深信不疑。

快递员戳穿骗术网友讲述被骗过程

8月 13日，哈尔滨龙岗公安
分局接华为公司报警称：近期该
公司频繁接到全国各地用户投
诉，投诉其公司官网以免费赠送
华为手环和平衡车噱头，由快递
公司送货上门收取29元快递费、
仓储费、人工费，而客户收到的
货物全部是塑料模型，但其公司
从未开展过此类业务，怀疑有人
冒充华为公司进行诈骗活动。9
月 5 日，深哈两地警方共出动
1000余名警力在哈尔滨展开抓

捕，共抓获嫌疑人600余人，现场
缴获作案服务器、笔记本、手机
等工具3000余件。

据了解，该诈骗集团作案方
式隐蔽，迷惑性强，犯罪分子以
手环为诱饵，以骗取邮费为目
的。先是利用各种方式添加不
特定对象微信，发送“识别二维
码免费领取华为智能手环”信
息，声称名额有限，活动仅限 3
天，只需缴纳29元邮费。而所谓
可以免费领取的智能手环，实际

上是仿冒品，实际价值不足2元，
邮寄平均费用也只需要 3.5元，
如此一来，差价23.5元就被犯罪
分子骗走。

专案组侦查发现，该案受骗
群众多达200余万人次，遍及全国
各地，被骗总金额高达8000余万
元，但由于单人被骗数额小，众多
上当受骗者中，至今无一人报
案。有的受骗者误以为手环存在
质量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上当
受骗，反而向华为公司投诉。

免费送运动手环是骗局

网友 IT昨告诉记者，希望更
多被骗的网友主动向辖区派出所
报警。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切
忌贪小便宜。如果上当受骗，即
使被骗数额再小，也要第一时间

向公安机关报案，使警方及时掌
握线索，便于早日破案挽回损
失。同时，警方提示刚刚步入社
会的大学毕业生，要提高法律意
识，增强识骗能力，擦亮双眼依法

从业，以免误入骗子设下的陷
阱。发觉被骗或误入违法犯罪团
伙后，要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并
注意保留证据，提供有关线索协
助破案。 本报记者 葛兰

警方提醒：切勿贪小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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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柜子里的书只能望“锁”兴叹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电杆倾斜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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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在网上吐槽称，
位于新唐人街的一处免费书柜虽然

放了书，但却落了锁，质疑书柜成了
“摆设”。随后，三秦都市报记者前

往进行了走访。
9月10日，有市民拍摄视频在

网上发布消息称，曲江步行街免费
书柜上锁，游客想看书遇尴尬。

昨日，记者来到网友所说的曲
江步行街，即大雁塔南广场的“新
唐人街”。免费书柜所处的区域
设计别致，色彩斑斓的长椅，精巧
的书屋和免费的咖啡机相互印
衬，将这里装点成了一个休闲放
松、静心阅读的好去处。但遗憾
的是，书柜里虽投放了几十本书，
却有“铁将军”把门，咖啡机也未
投入使用。记者在此停留了约半
个小时，不时有市民来这里小坐
休息，也不时有人跑到书柜前想取
书阅读，可看见门上的锁之后，不
得不摇头离开。

见到记者采访，90后小伙小王

称，自己从外地来西安旅游，逛完
大雁塔后来到步行街随便走走，看
见有个免费阅读区还挺惊喜，可这
把锁让他很失望。“我一直觉得一
座城市能设立免费书柜，是它文明
的体现。西安又是文化古城，街头
有这样的阅读区真是相得益彰。
可是设立了又把它锁起来，感觉怪
怪的。”小王疑惑，“这些书柜是不
是有特殊的开放时间，自己恰好没
赶上趟？”

记者随后询问了附近的商户，
“这个阅读区应该是今年5月就弄
好的，书柜前期应该是开过，见过
有孩子们坐在这里看书。但最后
为啥上了锁，具体啥时候锁上的，
不太清楚。”

昨天下午，记者特地就市民反
映的问题，联系了曲江新区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该办公室回复新唐人街免费

书柜上锁的问题称，经核实，市民
反映的免费书柜系街区商家“小爱
咖啡”为打造“图书+咖啡”多元化
的经营业态，而设立的咖啡配套业
态，以满足市民游客在品尝咖啡时
体验阅读乐趣。书柜自投放以来，
一直免费开放。但因该商家对书
柜管理不完善，造成部分书籍损坏
丢失，对此，“小爱咖啡”拟对书柜进
行全面升级。

该办公室称，就市民反映的情
况，他们已与商家进行沟通协调，请
对方重新开放书柜。对方表示，将
采购书籍，并招聘专人进行日常维
护及管理，从9月13日起，将把开放
时间调整为每日19：00-21：00。
本报记者张晴悦 实习生荣佳玉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三秦
都市报9月 12日在A7版报道了
西安市莲湖区丰登东路人行道
上遗留树桩未及时清理，影响行
人安全正常通行的问题，9月 12
日晚，西安市莲湖区城市管理局
工作人员书面回复本报记者表
示：报道刊发后，莲湖城管局高度
重视，立即指派区绿化队第一时
间进行清理。

回复中说，莲湖区城管局绿
化队已于9月12日上午，对丰登
东路人行道遗留树桩进行拆除，

12日上午全部拆除完毕。明确下
一步结合秋冬季植树增绿活动对
缺损的树木进行补栽。

同时，就此将举一反三，全面
排查，该区城管局将对莲湖区人
行道树坑情况进行排查，逐条路
段对存在影响安全的树坑进行全
面整改，确保媒体监督批评全面
落实。表示莲湖区城管局全部工
作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全面监
督，对媒体、市民的投诉、监督、
批评接受并立即整改，恳请媒
体、市民继续监督他们的工作。

绊人树桩已清除

“拦路虎”快清理 后续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西安
市鱼斗路贺家寨村口，电线杆快
要躺在路面上了，威胁过路行人
车辆安全，这样的拦路虎请相关
部门关注关注吧！”近日有网友通
过网上贴吧微博爆料影响安全的
这一隐患。

9月13日15时许，记者驱车
来到鱼斗路与西三环交叉路口向
东200米处的老烟庄村西口附近，
看到东西走向的公路南侧，一根
直径约40厘米硕大的水泥电杆已
经齐根断裂，断裂处露出钢筋。
电线杆顶端原本架设在钢丝钎绳
上多根拇指粗细的电缆，受电杆
向北严重倾斜的拉扯，有随时断
裂电杆掉地的危险。在此记者观
察发现，这里是通往老烟庄的必
经之路，每当有车辆过往，倾斜的
电线杆因受到震动，摇摇欲坠，过
往行人和车辆到此地看到这种情
形，都小心绕道而过。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里原
本属于与老烟庄比邻的贺家寨

村，电线杆附近原本是几家在路
边设立的小门面房及洗车行，前
不久因征地拆迁，门面房拆迁后，
留下一大片平整的水泥地面，有
人将此临时当成了免费停车场，
常有过往的汽车在此停放。前几
天电线杆还笔直地竖立在这里。
从现场电线杆底部留下新鲜撞击
痕迹判断，电线杆倾斜很可能是
在此停车的人，开车时碰断了电
线杆导致，具体情况没人能说清
楚，这种情况已经有几天时间了。

几位村民说，好在电线杆上
只是通讯电缆，要是高压电缆情况
就更加危险了。目前倾斜的电杆
仅靠电缆和周围的几根电杆拉扯，
暂时没有完全倒下，一旦倒下会危
及路人和车辆安全。这里到了晚
间照明情况不好，再有车辆和行人
撞倾斜的电杆，情况就更难预料
了。为了车辆和行人安全，他们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到此处理断裂倾
斜的电线杆，让途经这里的过往
车辆和行人不再提心吊胆。

免费书屋开放不久就上锁
商家：管理不善造成书籍丢失，将全面升级

免费送运动手环？骗局！
警方提醒：切勿贪小便宜

“只要把微信二维码推送给朋友，就可免费领取华为手环，只需邮费29元！活动仅3天，名额有
限！”近日，不少市民都收到过这条微信，很多人以为，只要付29元的邮费，价值近400元的华为手环
就可以免费领，这么好的事，太让人心动了！即便是假的也没事，不就是29元钱嘛，损失也不多，何况
万一是真的呢！三秦都市报记者告诉你，这还真是一个骗局，近日哈尔滨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特大系列
电信诈骗案，骗子通过“运动手环免费送”骗了200万人8000万元。

“快递是从哈尔滨寄过来的，
还没收到……现在再打开那个链
接，就会弹出一个提示‘已停止访
问该页面’，上面提醒，网页包含
恶意欺诈内容，被多人投诉，为维
护绿色上网环境，已停止访问。
这到底咋回事？”

“你收到东西了吗？我的已
经收到了，送快递的人告诉说，这
东西就是个计步器，那就是个骗
人的，他们一天能退十几个，建议
我不要收货。他们会直接返还，
跟你说一下，千万不要签收。”

近日，不少市民和网友发现，
他们频繁收到朋友在微信里发送
的私信二维码图片，上面显示，可
以免费领取“苏宁易购折叠电动
车免费送，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

免费领取”。其中还注明，为了回
馈广大新老顾客，现拿出288个折
叠电动车免费送，活动有效期 2
天，活动真实有效先到先得。

当识别二维码后，根据提示，
会添加一位新的朋友。“一个女
的，让我将微信朋友圈的人数截
图发给她，然后她给我发来另一
条免费送‘华为运动手环’的二维
码，并让我按照这个人数群发。”
西安网友IT昨告诉三秦都市报记
者，他按照对方所说的操作，完成
整套流程后，对方承诺的电动车，
等了一个月也没有收到。

“等待期间，我却收到了一
款运动手环。”网友 IT说，当快递
员将这个运动手环递给他时，让
他缴纳 29元的快递费。网友 IT

为了确定能收到即将到来的电
动车，便再次联系自己添加的新
朋友，可这位指导他完成整个流
程的女子，却从他的朋友通讯录
里消失了。

“付了 29块钱，收到的是一
个连手表功能都没有的东西，就
是一个显示屏，只能显示几个不
知道什么意思的数字，然后3秒钟
后就自动关机了，且没有充电接
口，应该是使用内置纽扣电池的
玩意。”昨天上午，网友 IT向记者
讲述了一个多月前发生在他身上
的骗局。近日，他在网上看到，很
多人都有和他类似的经历，他认
为这是一场骗局。而近日哈尔滨
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例，更让他对
此深信不疑。

快递员戳穿骗术网友讲述被骗过程

8月 13日，哈尔滨龙岗公安
分局接华为公司报警称：近期该
公司频繁接到全国各地用户投
诉，投诉其公司官网以免费赠送
华为手环和平衡车噱头，由快递
公司送货上门收取29元快递费、
仓储费、人工费，而客户收到的
货物全部是塑料模型，但其公司
从未开展过此类业务，怀疑有人
冒充华为公司进行诈骗活动。9
月 5 日，深哈两地警方共出动
1000余名警力在哈尔滨展开抓

捕，共抓获嫌疑人600余人，现场
缴获作案服务器、笔记本、手机
等工具3000余件。

据了解，该诈骗集团作案方
式隐蔽，迷惑性强，犯罪分子以
手环为诱饵，以骗取邮费为目
的。先是利用各种方式添加不
特定对象微信，发送“识别二维
码免费领取华为智能手环”信
息，声称名额有限，活动仅限 3
天，只需缴纳29元邮费。而所谓
可以免费领取的智能手环，实际

上是仿冒品，实际价值不足2元，
邮寄平均费用也只需要 3.5元，
如此一来，差价23.5元就被犯罪
分子骗走。

专案组侦查发现，该案受骗
群众多达200余万人次，遍及全国
各地，被骗总金额高达8000余万
元，但由于单人被骗数额小，众多
上当受骗者中，至今无一人报
案。有的受骗者误以为手环存在
质量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上当
受骗，反而向华为公司投诉。

免费送运动手环是骗局

网友 IT昨告诉记者，希望更
多被骗的网友主动向辖区派出所
报警。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切
忌贪小便宜。如果上当受骗，即
使被骗数额再小，也要第一时间

向公安机关报案，使警方及时掌
握线索，便于早日破案挽回损
失。同时，警方提示刚刚步入社
会的大学毕业生，要提高法律意
识，增强识骗能力，擦亮双眼依法

从业，以免误入骗子设下的陷
阱。发觉被骗或误入违法犯罪团
伙后，要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并
注意保留证据，提供有关线索协
助破案。 本报记者 葛兰

警方提醒：切勿贪小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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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柜子里的书只能望“锁”兴叹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电杆倾斜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