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法运营车辆表面看是客车，打开车门里面全是货。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张佳琪

晨报记者 荣思嘉

昨天上午，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组织“客载货”及非法改装综合治理集中行动，在闵行区银都路的金盛家居市场门口设卡，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共查获
“客载货”违法行为 36 起，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15 起。

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客载货”及非法改装行为对城市交通安全运行负面影响极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绝不能为了利益，知法犯法，明知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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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载货遮住后窗户

“停下，停下，停下……”10
月 16 日上午 9 点 45 分， 在闵行
区银都路的金盛家居市场门口，执
勤交警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拦下，
从面包车窗户向里望去，只见满载
着纸箱，几乎没留一点缝隙，而车
子的轮胎也因过重的货物出现了
凹陷。

车主随后打开后备箱，这辆本
该是 7 座的面包车仅剩驾驶和副
驾驶两个座位，其他的座椅不见踪
影， 只有各式各样的货物纸箱，而
从驾驶位向后望去， 场景更是震
撼，完全没办法看到后方的窗户。

“我是帮老板拉货的，座椅只
是被我放下去了，没有改成货车。”
车主说， 自己是从事快递行业的，
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快一年时间，平
时经常开这辆面包车到市场拉货，
面包车是公司的，自己也在知道用
客车拉货存在一定的危险，也是不
合规的行为，但就一直心存侥幸。

最终，这辆车因“公路客运车
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
的违法行为，司机被依法处罚。

据交警部门介绍， 长久以来，
像这样的“客载货”及非法改装行
为屡禁不止，部分驾驶人、企业负责
人为降低运输成本，对“客载货”等
违法行为明知故犯，“客载货”及非
法改装违法行为明显“抬头”。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勤务
处李晓骏处长介绍，“客载货”违法
行为对城市交通安全运行负面影响
极大，“因为客车在车型设计上无
法做到‘人、货分仓’，载货行为将
极大地影响车辆制动性能， 货物摇
摆偏移也将对驾驶行为造成影响，
极易诱发道路交通事故， 且部分车
辆为增加载货能力，私自拆除座椅，
还存在严重的非法改装问题。 ”

小型客车私装冰柜运输

除了常见的“客载货”违法行
为，近期，交警总队机动支队民警
在执法中，还发现了一起在客车中
私装冰柜的案件。 目前，交警总队
机动支队已对上述涉案人员采取

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并依法扣留
涉案车辆等相关证据，案件正在进
一步处理中。

交警总队机动支队民警在执
法中发现，“永鲜物流” 名下有一
辆客车存在私自加装冰柜并进行
冷链运输业务的情况。民警进一步
调查发现，“永鲜物流” 公司名下
目前仅有 10 辆小型专用客车，均
无货运资质，且全部私自加装冰柜
从事非法运输业务。

经过深入调查，上述车辆均有
大量违法记录，绝大多数系“客载
货”相关违法行为，最多一辆车有
243 起交通违法，最少的一辆也有
89 起交通违法。 经视频跟踪结合
实地走访排摸，机动支队民警掌握
了上述车辆的出行规律，即每日清
晨定点位置装载，日间至市区多地
送货。

根据前期侦查情况，机动支队
组织警力于 9 月 10 日凌晨 4 时
许，开展集中查处行动，于当日查
获全部 10辆改装小型客车， 并传
唤相关驾驶人及发货仓库负责人
接受调查。

经询问，其中 8 辆车已陆续于
2015 年至 2018 年间私下签订协
议转卖至个人，部分车辆已转让多
次。 因该车号牌无法过户，车辆仍
登记在“永鲜物流”名下。 该 8 辆
车实际所有人在无道路运输许可
资质的情况下，均与某商贸公司公
司签订运输服务协议，通过为该公

司运输冷链物品的方式非法营利，
营利费用均由公司直接转入 8 名
实际所有人账户中。仅 2019年度，
上述 8 名实际所有人通过提供非
法运输服务， 人均获利已超过 20
万元。

违法行为将被顶格处罚

据了解，后续各区交警部门全
面梳理分析辖区“客载货”及非法
改装高发、易发点位，将岗位设置
向建材、 农贸等市场周边路口倾
斜，强化路面固守管理，优化完善
警力格局，强化日常执法管理。

同时，公安交警部门将不间断
组织开展区域性、突击性集中整治
行动，针对性开展拦截检查，形成
全时段、全覆盖严管态势。 对于发
现违法载货的，一律要求其卸货消
除违法状态；对涉嫌“拆座位”非
法改装的，一律代为保管至恢复原
状后进行处理。

此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与交
通执法、城管执法部门高频联动、设
卡联整、 顶格处罚， 最大限度提升
“客载货”及非法改装违法成本。针
对“客载货”及非法改装交通违法，
将着力打造综合治理 “闭环”，
“疏”“堵”结合，既针对性加强攻
坚整治，形成严整声势，最大限度挤
压违法违规车辆生存空间； 同时积
极推动加大合法合规车辆供给，形
成行业“约定俗成”的规范。

上海交警集中治理“客载货”及非法改装
行动中共查获“客载货”违法行为 36起，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15起

●

记者 吴艺璇

晨报讯 家住松江区的黄老
伯经常通过电视购物，而这一习惯
竟被送货上门的快递员“留心”记
住，并动起歪脑筋设计实施诈骗。
近日，犯罪嫌疑人倪某已被松江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10月 1 日， 松江公安分局方
松派出所接辖区居民黄女士来所
求助， 称其父亲接到一纪念币推
销电话后，意欲以高价购入，现已
支付了 3 万元定金， 家人劝阻无
效。

接报后，民警迅速至其家中了
解详情。 原来，今年 9 月初，黄老
伯接到一自称为理财经理刘某的
电话，告知其近期有套人民币同号
钞珍藏册出售。

听到这， 黄老伯突然想到自
己认识的一个快递员倪某曾提到
过这个珍藏册，故向倪某咨询。 倪
某称自己的一本珍藏册曾以 15
万元拍卖，很有收藏价值，可以帮
黄老伯代买。 黄老伯在其诱导下
决定以 29800 一套的价格让倪某

帮忙购买两套， 在收到货后，将
59600 元交付给倪某。

9 月 10 日，刘某再次致电黄
老先生，称近期有故宫纪念币“秘
密”出售，价格 268000 元，黄老
先生再次咨询快递员倪某， 在得
到其肯定后， 黄老伯将 5 万元定
金交予倪某代为购买， 在问亲戚
四处借钱筹集尾款时才被其女儿
发现。

了解情况后，民警一方面及时
劝阻黄老伯继续支付尾款，另一方
面根据线索迅速开展侦查。 经工
作，民警于 10 月 6 日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倪某抓获。

据倪某交代，2018 年起，他经
常为黄老伯送快递，发现黄老伯经
常通过电视购物等方式购买保健
品、收藏品等物，价格与实际价值
相差悬殊，遂动起了歪脑筋。 先是
在送快递时“不经意”向黄老伯透
露收藏品增值空间大、速度快，之
后冒充理财经理打电话推销该产
品，诱导黄老伯购买。 事实上，黄
老伯花几万元购买的珍藏册市场
价值只有几百元。

记者 吴艺璇

晨报讯 上海警方举办的
“四叶草”杯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优
秀公益短视频评选活动，昨天在上
海青浦启动。

即日起，广大群众可在快手平
台创作发布防骗反诈短视频并参
与评选。上海警方还与青浦、吴江、
嘉善三地政法委，北京快手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协议，携手推
动长三角区域政法类短视频创作
与传播。

在活动现场，沪上知名相声团
体“品欢相声会馆”的相声演员金
岩、徐强，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黄奕警官、刑侦总队范华警官，青
浦公安分局民警与反诈宣传青年
志愿者，分别带来反诈相声《大灰
狼防范指南》、反诈脱口秀《防骗
反诈 你我同行》及反诈歌曲《防
骗 Mojito》等丰富多彩的反诈宣
传节目，用文艺的形式呼吁大家群
策群力，共筑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
线。

活动中还播放了华东师范大
学、 同济大学制作的反诈视频作
品。 该启动仪式通过“警民直通车
- 上海”“青浦警坛”等官方账号

在快手、 微博、B站等平台进行全
程云上直播。

据悉，本次活动由面向政府机
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
进行征稿，设政法组、社会组两大
组别。 参评作品需为原创，类型不
限，时长不超过 3分钟。 参评单位
及个人可在快手平台上发布带“#
反诈进行时”活动主题的短视频，
并将报名表发送至活动组委会专
属 邮 箱 （gydspds2020@163.
com）；或将作品和报名表以邮件
形式、百度网盘链接方式发送至该
活动组委会专属邮箱进行投稿，投
稿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0
日。 详情请见 “警民直通车 - 上
海”微信公众号及快手平台“反诈
进行时”活动页面。

上海警方表示， 本次活动旨
在汇聚社会智慧， 挖掘一批贴近
生活、 寓教于乐的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作品， 全面揭露犯罪手
段、普及防范常识，提升广大群众
的自我防范意识， 营造全社会共
同参与反诈宣传的氛围， 从而有
效降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最大
限度避免人民群众遭受经济损
失， 用时代智慧构建防骗反诈的
安全防护网。

上海警方“开脑洞”
喊大家拍反诈小视频

快递员假冒理财经理
骗老人高价买纪念币

在被查处的违法运营车辆中，改装、超载现象非常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