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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看到多小的犯罪行为，请及时举
报。联系我们，领取免费的宣传单《报
告在 Ku-ring-gai 地区的犯罪行为》。
始终向警方报告您看到的任何可疑行
为。因为这极可能有助于解决其它更大
的案件。
保护你所在的社区不受破坏——可通过
警方社区平台、VandalTrak 应用或向您
当地的议会报告所有诸如涂鸦和破坏的
行为。
获取免费的系列宣传册：《20 个实用预
防犯罪技巧 》
公寓安全 行人安全
商业活动 个人安全
车主 身份信息安全
节日活动 退休社区
火灾问题 银发族
车库销售 社会孤立人员
左邻右舍 老年护理工作人员
邮件信箱 小业主
新邻居 旅行安全
【以上宣传册有不用语言供选择】
如果您还未开始使用网络，请考虑尝试
一下。现在已经有一些很好的方式与邻
居联系：例如，使用电子邮件、NHWA
Connect 应用或 Facebook。
下载警方的 Emergency+ 应用。它可在
（报警时）提供您的 GPS 坐标。
扫描或复印钱包中的所有卡（正反两
面）。以备万一在被盗后，可联系相关
机构及时报失。

Ku-ring-gai 警方覆盖范围
西至介于 Quarry Rd, Dural 与 Canoelands 之间的
Old Northern Rd 东侧；西南从 Pennant Hills Rd
桥北往北到 Brooklyn； 最南至 Pacific Hwy 到
Stanhope Rd, Eastern Arterial 与 Fiddens
Wharf Rd；东至 Mona Vale Rd 到 Yanko Rd 和 St
Ives Showground。

紧急电话 (报警/火警/救护车)
Ku-ring-gai 警察局 (Hornsby 分局)
Ku-ring-gai 警察局 (Gordon 分局)
制止犯罪热线

此传单由 Ku-ring-gai 和 Hornsby 地区的邻
里守望团体制作发行，并由 新南威尔士州
Ku-ring-gai 警局赞助印刷。
更新日期：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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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8 5399
131 444

受害者通报热线 (VAL)

在 Ku-ring-gai
& Hornsby 议会
辖区内的邻里守
望团体

9476 9799
1800 333 000

警方协助热线 (PAL)

您看完后，请把这张传单放在邻居的信箱里 ☺

实用提示

1800 633 063

联系邻里守望团体

NHWKuringgaiHornsby@gmail.com

预防犯罪相关信息

WatchOut.org.au

📧 NHWKuringgaiHornsby@gmail.com
 NHWKuringgaiHornsby.org.au
 WatchOut.org.au
@NHWKuringgaiHornsby
@NHWKRGHornsby

您能做什么？

我们能为您做什么？
➢

您是否在前、后窗上粘贴了邻里守望团
体（NHW）的贴纸？这会对意图不轨的人
具有威慑性。
联系我们，免费领取贴纸。我们可以安
排在离您最近的警察局（Gordon 或
Hornsby）领取。

➢

您是否用单向锁定螺钉固定了车牌？
即使是普通车牌也可能会被盗。盗贼会
将其用于别的车辆上用来混淆识别。例
如：盗贼在加油时不付钱，或者不安装
电子标签就在收费公路上开车。
联系我们，免费获得单向锁定螺钉。

➢

您是否遇到过别人停车阻挡了您家的进
出车道？在进出车道的两侧绘制白线。
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通过心理威慑解决
问题的办法。

最佳预防犯罪建议在哪里？
Kuring-gai & Hornsby 议会辖区的邻里守望
团体（NHW）通过使用一些新的方法来教育我
们有关预防犯罪。感谢澳大利亚邻里守望团体
的社区资金，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网站提供了
最实用的链接。请访问

www.watchout.org.au
网站上有很多很棒的建议，但很多居民们还不
熟悉，或者不知道如何访问。让我们来帮助
您。
➢

联系我们，免费借用模具、交通标识锥
桶，以及获取所有的相关规则和需要的
信息。
➢

你标记你的贵重物品了吗？
标记您的物品有助于将财产返还给您。
它还有助于锁定罪犯与犯罪现场，帮助
定罪。
联系我们，免费使用雕刻机和紫外线
笔，以及有关如何标记物品的最佳方法
建议。

➢

如果您需要借一个碎纸机，想要“请勿
敲门”的标识贴纸，遇到停车相关，狗
粪或遭遇欺诈方面的问题？请联系我们
寻求帮助！

 NHWKuringgaiHornsby.org.au

➢

新的“WatchOut”网站，按 A 到 Z 字母顺
序分类，指向各类最佳预防犯罪信息的链
接。
如青少年问题，欺诈，银发族，公寓生
活，身份盗窃，信箱安全等。我们已经寻
找了最相关的来自于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和
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建议、警示和犯罪发生
后如何应对的建议。
请联系我们，一起协助改进 WatchOut 内
容与服务
▪ 如您有任何建议
▪ 如您发现一个好的网站或网页，觉得
应该与社区分享
▪ 如果您发现我们网门上的任何链接无
法访问
▪ 谢谢！

📧 NHWKuringgaiHornsby@gmail.com

 WatchOut.org.au

➢ 您是一位好邻居吗？好邻居会是对意图犯
罪者的最好的威慑。
如您正寻求建议，请联系我们。特别是如
果您住在缺少社交、年老或残疾的人附
近，他们可能需要您的帮助。
又或者邻居打算去度假？您可以提供以下
帮助（在征得邻居同意后）：
• 从信箱中取信
• 取出/推回垃圾桶
• 取报纸
• 考虑在他们的车道上停车
• 留意他们的家
• 替邻居家浇水或除草
➢ 您了解所在邻里社区发生的犯罪情况吗？
保持关注，有助于您足够了解发生了什
么。
➢ 获取我们每周免费的电子新闻快讯： 含
最新犯罪率统计、当地警方通知、警示、
建议与提示、新闻事件、道路规则、法律
相关等摘要信息。
➢

如需寻求及时建议，请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NHWKuringgaiHornsby 和
加入 Facebook 上的 Neighbourhood
Watch in Ku-ring-gai and Hornsby 群
组。
以及通过 Twitter @NHWKRGHornsby。

➢

查找您居住区的邻里守望团体的
Facebook 专页。无法找到你居住区的相
关内容？如您有志建立和管理您居住区
的邻里守望团体 Facebook 专页，请联
系我们，可以协助您！

➢

想为社区做更多事？请联系我们，来讨
论如何最好的发挥您的技能。

📧 NHWKuringgaiHornsb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