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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审计厅：

扶贫审计重点关注
4个方面内容

本报保城3月13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钟宇靖 段利锋）近日，省
审计厅派工作组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和五指山市2016年扶贫审计现场
检查指导工作。

据了解，保亭、五指山扶贫资金审
计组采取以资金流向为主线，以项目
实施为抓手，围绕精准识别、基础设施
建设、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危房改造
等重点内容进行审计，基本达到了审
计署扶贫审计工作方案的要求。

省审计厅厅长张震华要求，下一
步扶贫审计工作，要重点关注4个方
面内容：优亲厚友等群众身边的腐败
问题；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退出；
扶贫资金安全和扶贫项目效益；扶贫
产业对环境的影响。

省审计厅强调，扶贫审计的范围、
内容、标准和目标都要严格按照审计
署下发方案实施，查漏补缺；对审计发
现的问题要进一步核实，证据要充分、
适用法律法规要准确、对问题定性要
准确；同时要梳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以工代赈资金、扶贫户信息库建立等
事项中存在的问题，从体制机制层面
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促进制度完善。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良
子）接到运营商的短信“手机号码被办
理了添加副号业务，同意请回复是，不
同意请回复否。”一不小心回复是，你
的手机号码就变成了犯罪分子的副
号。当你的手机关机，所有短信都会
被犯罪分子的主号接收，犯罪分子借
机盗刷银行卡。这是近期出现的一种
新型诈骗。

近日，何某发现自己的手机被锁
定，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而支付软件账
户在一夜之间遭陌生人盗刷5万多
元。随后何某报警。

据调查，何某的手机曾经被一个
陌生号码接管。来自运营商的短信显
示，这是一项办理添加副号的业务，何
某的手机号码被不法分子添加为副
号。当副号手机关机，所有短信都会

被主号接收，不法分子趁此期间接收
何某的短信验证码，用其支付软件账
户消费，一夜间“洗劫”了5万多元。

受害人的手机又是如何成为骗
子手机的副号呢？省反电信诈骗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先是不法分子
在网上购买个人信息，如姓名、银行
卡号、身份证号和预留手机号。然后
骗子发起绑定副号的业务申请，以广

撒网的方式寻找作案对象。由于主
号只有在副号关机的情况下才能接
管短信，不法分子这时一般会采用两
种手段，一是利用短信轰炸强迫受害
人把手机关机，二是利用手机云服
务，对手机进行远程操作。不法分子
一般会通过各网站泄露的数据库查
找攻击目标的常用密码，再尝试登录
手机云服务。智能手机云服务普遍

有应对手机丢失的“销毁资料”功能，
通过这个指令，可使受害人的手机处
于关机状态。这期间受害人的手机
短信都会由犯罪分子的主号接管。
利用主号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犯罪分
子就将受害人账户里款进行转账。

警方提醒，若没有办理申请增加
手机副号，当收到手机号码被办理了
添加副号业务的短信，万万不可回复。

本报洋浦3月13日电（记者宗
兆宣 通讯员符发）消费者喝了五粮
液白酒后身体不适，工商部门接到投
诉后发现白酒涉嫌假冒，而且有多家
商户涉嫌销售商标侵权白酒行为，于
是启动“诉转案”工作机制进行查处。

据了解，家住洋浦经济开发区的

胡先生向洋浦食药监局举报，称其朋
友在洋浦湾码头餐厅饮用五粮液浓
香型白酒后，身体出现不适。食药监
部门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发现，被投诉
的五粮液白酒涉及商标侵权违法行
为，遂通报到洋浦工商局。工商人员
通过向投诉者了解情况并询问销售

商家后，认为该投诉事件达到“诉转
案”的适用条件，当即决定启动“诉转
案”工作机制。

办案人员经过缜密调查，详细了
解了商家销售侵权“五粮液”情况的
反馈以及进货渠道，发现在洋浦经
济开发区有多家商行销售同类产品

的五粮液浓香型白酒。工商执法人
员联合食药监稽查队第一时间对洋
浦地区的烟酒商行以及宾馆饭店等
场所进行了全面检查，共查处4家销
售假冒“五粮液”商标侵权的经营
户，累计没收涉案物品12件，行政处
罚1.5万元。

本报抱由3月13日电（记者宗
兆宣 通讯员符发）乐东黎族自治县8
位种植户和农业公司签定了《哈密瓜
种植协议》，由公司提供种子、肥料进
行哈密瓜种植。但让8位种植户难
以接受的是，种植的100多亩哈密瓜
分别出现了枯萎现象，直接经济损失
达35万元。种植户认为问题出在农

业公司提供的“三无”肥料上，愤而向
政府部门投诉。

2016年12月22日，乐东工商局
接到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转办
的关于乐东佛罗镇福塘村盛运煌、陈
人雄等8位哈密瓜种植户的投诉，种
植户们声称在2016年9月与海南王
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定哈密瓜

种植合同，合同中约定种植户使用该
公司提供的种子、肥料和进行技术指
导。但在种植过程中分别出现了哈密
瓜枯萎的现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工商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各种
植户园地进行查看，核实受损情况。
经统计，哈密瓜枯萎涉及8位种植户
约106亩园地，直接经济损失35万

元。而海南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提供给种植户的肥料均属“三
无”产品，所以种植户认为是该公司
提供的肥料造成的。工商部门调查
完成后，先后组织双方多次调解，最
终双方达成协议，海南王品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免除种植户的种子、肥
料款项，另外补偿23.86万元。

海口协警当“输液杆”
协助救病人受赞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林馨）今天上午，海口一名协警配合医务人员抢
救危重病人时充当“输液杆”（见下图）的举动受
到海口市民的点赞。

上午7时许，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琼山
大队三中队协警孙翔在海口丁村市场路段管理
交通秩序时，接到一名群众求助称：在丁村市场
内有人晕倒。接到求助后，孙翔赶紧跑到市场
内查看情况，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躺在地上且失
去意识，孙翔见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求
助。随后，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先行给该男子输
液抢救。但此时医护人员遇到了麻烦——现场
没有输液杆。

面对这一紧急险情，孙翔当即上前，把手高
举充当一根“输液杆”，配合医护人员抢救病
人。孙翔一直坚持着，直至20分钟后，医护人员
抢救完毕，孙翔这个临时“输液杆”方完成任务。

收到添加副号业务短信，小心诈骗！
近期出现一电信诈骗新手法，一男子银行卡已被盗刷5万多元

消费者喝了假“五粮液”后身体不适
工商部门启动“诉转案”严打商标侵权

106亩哈密瓜出现枯萎损失35万元

祸根在于农业公司提供“三无”肥料

3月11日，在万宁市万城镇一处丝瓜地里，一排排红塑料袋引人注意。原来，丝瓜挂果后，
在花蒂上挂个土袋，用物理方法让丝瓜垂直生长，这样既能让丝瓜美观又能提高产量。

据了解，万宁市农业局工作人员针对贫困户需求，对贫困户进行全面技术指导，目前这项技
术已被种植丝瓜的贫困户掌握并能很好应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花蒂挂土袋
丝瓜直又长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董
鹏）3月12日14时，海口市万绿园边防派出所接
群众报称，在万绿园西门道路上躺着一位老人。

民警赶到现场，小心唤醒老人，经过一番询
问，得知老人是迷路走到此处时，不小心摔倒无
法站起，因天气炎热老人意识已不太清醒，仅能
说出其住在海口市龙华区某部队家属区，民警
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确定其没有危及生
命的疾病后，将老人背上警车，随后带着老人到
国贸地区各小区寻找，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
老人居住的小区。

海口民警
帮摔伤老人寻家

（网友供图）

第30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介绍昌江木棉旅游扶贫

“四大措施”
做实旅游扶贫文章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陈卓斌

作为“中国木棉之乡”，昌江黎族自治县
盛开的朵朵木棉花一直蜚声在外。同时，在
如何因地制宜利用木棉花等自然优势发展
旅游业，助力百姓打好脱贫攻坚战上，昌江
也很有发言权。在第30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中，昌江黎族自治县县长林安以七
叉镇为例，结合昌江实施的“四大措施”向大
家介绍了昌江如何围绕木棉花做好做实旅
游文章。

“昌江已经成功打造了‘昌化江畔木棉红’
‘芒果飘香昌江情’‘激情玩海棋子湾’三大旅游
品牌，旅游游客和旅游收入在近两年也实现了
每年20%的增长。”林安以昌江木棉花开最盛、
风景最美的七叉镇为例，该镇2014年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1590户共7110人，占昌江全县总贫
困人口的35.9%。

林安表示，昌江县委县政府经科学研判，
最终为七叉镇的脱贫攻坚工作找到了“旅
游”这项总抓手，并围绕“木棉旅游扶贫”主
题做起了4项工作。他说，县委县政府把七
叉镇当地热带雨林、木棉景观、民族风情等
旅游资源进行整合，科学编制了以七叉木棉
雨林小镇为题的旅游规划，并先后为七叉镇
投入 9200 余万元，扩改建农村公路 29.4 公
里，修建观光栈道4.6公里，七叉的旅游设施
得到进一步改善。

此外，昌江还不断加强旅游宣传，进一步
规范旅游市场管理，不断整治乱搭乱建乱停等
现象。随着昌江旅游环境的不断改善，来七叉
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2016年就达到了15.6
万人。

“依靠旅游是脱贫致富的好抓手，旅游扶
贫是贫困户增收的有效途径。”林安说，昌江
不仅引导扶持当地农户积极参与旅游经营活
动，还引导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到农家乐、码头
打工。

“思路决定出路，信心决定决心。旅游扶
贫不仅丰富了昌江的农副产品和旅游产品，
也让游客体验到了昌江的农业、民族文化。”
林安介绍，去年七叉镇共有1373户6229人脱
贫，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46%下降到
5.2%。

违法垂钓并暴力殴打执法人员

三亚一男子被刑拘
本报三亚3月13日电（记者袁

宇）近日，三亚城管执法人员在三亚市
东岸湿地公园劝阻违法垂钓行为时，
被垂钓者用石块击伤头部。记者今天
从三亚市吉阳区政府获悉，这名涉嫌
殴打执法人员者已被当地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日，三亚城管部门接到市民举
报称，东岸湿地公园经常有人钓鱼。
3月12日上午7时许，三亚市吉阳区
城管执法人员身着制服来到东岸湿地
公园执法。在公园内发现李某军夫妇
违法垂钓。执法人员朱某上前制止，
遭到李某军夫妇谩骂。劝说无果，朱
某表示，若李某军夫妻再不离开将报
警处理。

“女垂钓者上前就打了我一耳
光。”朱某告诉记者，自己遭到殴打后
用手推开女垂钓者，却不料男垂钓者
突然抓起石头砸向自己。在冲突中，
李某军用石头打伤朱某的手掌和头
部，致其头部受伤缝了六针，右手掌骨
折，经医院鉴定为二级轻伤。

据了解，《三亚市河道生态保护管
理条例》指出“在河道保护管理范围
内，禁止设置拦河渔具，炸鱼、毒鱼、电
鱼，严禁在禁止区域垂钓、围网鱼虾等
水生动物”，市民游客违法垂钓将可能
面临行政拘留等处罚。

本报那大3月13日电（记者罗
安明）根据工作安排，副省长何西庆
今天率省直机关有关负责人到临高、
儋州督导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市县在
六个方面及早行动，谋划好扶贫产业
项目，做好贫困户危房改造等重点工
作，确保年内如期完成各项脱贫攻坚
任务。

督导组一行来到临高县皇桐镇
美万村林下雪茄种植示范基地、皇桐
镇金波村荷花扶贫产业示范基地、博
厚镇新贤村千亩凤梨扶贫基地，了解
各个产业扶贫项目的运营模式、经济
效益、贫困户参与情况，并就产业发
展、基地管理、市场对接等问题提出
指导意见。

在儋州市雅星镇温氏扶贫养殖
示范基地，贫困户在橡胶林下的
128个鸡舍内养起了“扶贫鸡”。督
导组要求合作社在扩大养殖规模的
同时，提前做好市场对接。在雅星
镇飞巴村，督导组一行来到贫困户
陈超平、谢学恩家中，参观村民危房
改造后盖起的新房，鼓励他们早日

脱贫。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何西庆

强调，今年要及早精准确定脱贫对
象，摸准帮扶的具体底数；及早谋划
产业扶贫项目，扩大组织化规模化帮
扶方式；及早启动危房改造工作，把
握好危房改造的标准和面积；及早开
展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做好贫困村饮

水安全、道路修建、垃圾和污水处理
等方面工作；及早抓好扶贫专项资
金的使用和支出，发挥好金融扶贫
政策的“杠杆作用”；及早调整充实
基层一线帮扶工作队伍和帮扶工作
力量，打造一支有战斗力、有责任心
的扶贫基层一线队伍，做好扶贫最
后一公里。

省政府督导组赴临高、儋州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六个“及早”抓好今年扶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