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ATM机前，观察密码键盘是否松动，防
窥盖内是否装有偷窥设备

仔细观察插卡口突出部位是否和取款机连为
一体，有无层叠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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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消防为重点项目
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本报那大5月18日电（记者易宗平）5月17
日，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赴海花岛旅游综合体项
目工地，为该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助力在建
重点工程安全推进。

计划总投资1600亿元的海花岛旅游综合体，
是儋州迄今投资额最多、体量最大的工程，也是全
省重点项目之一。

为了给重点项目提供良好建设环境，近段时
间，儋州市公安消防支队重点考察了部分建设项
目和海花岛消防站工程建设情况，并针对岛上钢
结构建筑灭火救援设计存在的难题，提出了消防
安全保障指导意见。

海花岛旅游综合体项目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项目高度重视消防安全落实工作，借此机会，全员
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提升项目消防管理水
平，确保项目消防安全。

全省公安机关
全警轮训拉开序幕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田和新）5月18日，
为期3天的海南省公安厅机关民警学习省第七次
党代会精神暨铸忠诚强作风提素质第一期培训班
在省高级人民警察学校顺利结束。这标志着海南
省公安机关全警轮训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省公安厅机关全警轮训将对省公安
厅 14 名厅级干部，253 名处级干部，763 名科
级干部共1030人进行 7期的封闭式警务化管
理培训。

这次全省公安机关全警轮训旨在认真贯彻省
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和公安部党委“四项建设”战略
部署，提升海南公安民警素质能力，不断提高增强
公安机关实战能力。

我省高温补贴在4月至
10月发放

今年可领
高温补贴2100元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王
玉洁）高温之下，不少地区都会为职工
发放一笔高温津贴。记者从海南省总
工会获悉，海南天气炎热，因此发放高
温补贴的月份也较多。2017年海南
省高温补贴在4月至10月发放，共7
个月，以工作时间为标准每天发10
元，共计2100元。

为了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
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
其相关权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规定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在35℃以上（包括 35℃）高
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不包括33℃）的，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还指
出，高温津贴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
平、职工平均工资、消费物价指数等
因素确定并可适时调整，并不包括在
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用人单位不得
因提高高温津贴而扣减或降低劳动
者工资。

近年来，省总工会在为基层职工
送清凉活动中反复强调，关怀职工不
是一句空话，每一个为服务职工工作
生活作出的承诺都要落到实处，全省
各企事业单位要迅速行动，按标准为
职工发放高温津贴。

小心，个别取款机被装新型盗刷装置
盗刷设备做工精细，犯罪分子随装随拆银行很难发现

社会聚焦

本报三亚5月18日电 （记者
袁宇）记者今天从三亚市相关部门
获悉，目前丝路之塔项目塔楼主体
已经完工，塔楼内装修业已接近尾
声，整个项目预计5月底竣工，将建
成集灯塔文化、崖州文化、三亚文
化、海南文化、丝路文化、南海文化
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交流平台。

三亚丝路之塔坐落于三亚市崖
州湾宁远河入海口处，与三亚南山
遥遥相望，相互映衬。该塔设计中
融入了多种海南本土元素，塔楼主
体结构中八根外框柱八边形结构是
提取自崖州当地古建筑“迎旺塔”的
八角造型；楼层内装修吊顶以黎族
图腾、壁画、渔文化等为主要内容，
如藤编鱼篓状吊顶、鱼鳞状吊顶
等。塔内建有崖州民俗文化馆、丝
路文化馆、南海文化馆等各类文化
馆，竣工后将成为三亚旅游新地
标。目前该塔首层、到达层、观光层
及公共卫生间已经完成内部装修。

据了解，丝路之塔塔高 95
米，建成后不仅是一座灯塔，兼具
旅游观光、应急和商业发射塔等功
能，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崖州文
明的起源，三亚文明的发展，南海
文明的繁荣。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三亚17人受到党纪处分

本报三亚5月18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员
裴蕾）记者今天从三亚市纪委获悉，今年该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字当头，持续加大监督执
纪问责力度，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零容
忍，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今
年1至4月，三亚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人，
着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据悉，三亚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压紧压
实正风肃纪工作，紧盯重要节点，严肃查处不收
手、不收敛、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
重点查处了几起典型违规违纪案件，包括崖州区
北岭村党总支副书记刘成良违规大操大办儿子婚
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安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仁开违规公
款旅游，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天涯区西岛社
区居委会曾毓用、陈昌龙、王身吉违规收受礼金，
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党内警告处分、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等。

三亚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将着力完善、践行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情况定期通报制度，加大通报曝光力度，持
续传导压力，形成强烈震慑，以严明的纪律促进党
风政风持续向好。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周海燕）昨天下午，在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8楼会议室，一
场特殊的会议在这里举行。省生态
环境保护厅约谈万宁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就该市污水处理
厂存在的突出问题亮出“黄牌”，要
求整改。

据悉，这是今年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对市县政府的首场环保约谈。

“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严重
滞后，‘两低’问题长期存在，2016年

平均负荷率为39.4%，远低于环保部
要求的运行 3 年后负荷率要达到
75%的要求，而且中控系统长期严重
损坏失修……”约谈会上，主约谈人、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厅长邓小刚直奔
主题，直指问题。

两个多月前，环保部华南环境保
护督查中心督查调研组在万宁市现
场检查时，发现万宁市污水处理厂存
在进水水量和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
严重偏低，以及中控系统长期损坏无
法存储历史数据以供查阅等问题。

万宁市污水处理厂建成已7年，
长期未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减排效
益，其中既有原污水处理厂设计和厂
区、管网建设不衔接等客观的历史原
因，也有运营单位未尽责、主管部门
管理缺位、市政府疏于管理的现实原
因。对此，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提出了
系列整改意见。

“我们诚恳地接受所指出的问题
和整改意见”，被约谈人、万宁市政府
有关负责人王振羽在约谈席上三次
提及“诚恳”一词。并现场做出表态，

目前已安排400万元用于解决城区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问题，并投入
约500万元修复中控设施设备，对污
水处理厂加强维护和管理；同时，他
们将结合万宁市环境保护工作现状
和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等行动，从
各领域对全市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
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整治。

环保部门将采取后督察等后续
工作，继续跟进万宁市污水处理厂整
改行动，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到实
处、出实效。

万宁污水处理厂存在突出问题被约谈
省环保厅亮出“黄牌”要求整改

乐东与省地质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密切合作

本报抱由5月18日电 （记者袁宇 通讯员
林东）记者今天从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获悉，该
县日前与省地质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生态环境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网”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密切深入合作。值得
一提的是，此次是省政府相关部门和市县全面
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的一次携手发
力，双方将以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为指导，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

根据协议，省地质局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
以水资源调查评价、农业地质调查评价及富硒农
产品开发、海洋环境调查与监测、海岸带整治与
修复、旅游地质资源调查评价等为切入点，提供
技术支撑和服务，助力乐东在持续开展生态环境
整治、高水平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
业、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五网”体系等方面取
得进一步发展。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
金县两河口镇两河村，50岁的藏族阿
婆曾毕秀正在自己的特产店里忙碌，
接待从全国各地而来的游客。10多
平方米的店铺里，俄色茶、牦牛肉、野
生菌等当地的高山特产，很多游客很
喜欢，大包小包地买。

吸引游客们的，主要是位于村中
的“两河口会议会址”。1935年6月，
中央红军在翻越夹金大雪山之后，与
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底，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会

议先后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川
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红军
挥师北上的重大战略方针，史称“两
河口会议”。会议会址在2008年汶
川特大地震中受损严重，在江西省政
府的援助下进行了重建，成为知名的
红色旅游景区。

“懋功（小金县的原名）儿女支援
红军”“红军是王者之师”……在两河
口会议会址的展厅里，一幅幅历史照
片、一帧帧历史文本，让每一个来访
者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感受到红军和当地群众的鱼水深情。

曾毕秀的特产店就开在会址的

附近。“以前，俄色茶、牦牛肉、野生菌
这些特产，我们要走上百公里的山路
才能卖出去。”曾毕秀感叹说，如今，
游客们在参观了会址纪念馆之后，很
多人都会到街上的特产店里看一看，
地道的高原特产很受大家的欢迎。

不仅有特产店，曾毕秀还从2010
年开起了家庭旅馆。汶川特大地震中，
曾毕秀当时居住的房屋受损。在政府
资金、免息贷款的帮助下，曾毕秀和弟
弟一家盖起了连体的两层小楼。“每家
有14间房间，除了自己家人居住，其他
都按照家庭旅馆的标准进行了设计、装
修。”曾毕秀说，这几年，每逢国庆长假

等节假日，两家的房间都是客满。
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曾

毕秀专门装修成为“会客厅”。“游客
住宿的时候，可以一起在这个房间联
欢。”曾毕秀说，那时候房间里都是游
客的欢声笑语。

记者了解到，如今的两河村共有
321户1099口人，其中有民居旅游接
待户27户，104间标准间，可同时容
纳近千名游客就餐。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吃上
红色旅游饭的曾毕秀和两河村的村
民们憧憬着。

（本报四川小金县5月18日电）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红军长征经过地四川小金县两河口

山乡村民吃上了“红色旅游饭”

■ 本报记者 良子

近期，网络和微信朋友圈上大量
转发一则消息，称某银行的ATM机
上被加装了一种新型窃取银行卡信息
的装置，只要你的卡插进去，信息就泄
露了。省公安厅日前发布紧急提醒：
市民在自动取款机上取存款时一定要
弯腰观察密码键盘是否松动，防窥盖
内是否装有偷窥设备。

据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有银行网点的自动取款机
被犯罪分子装了新型盗刷装置。

“因犯罪分子在自动取款机上是
随时安装新型盗刷装置，也会随时拆
除，所以银行方面也很难发现，市民
银行卡被盗刷后都不知道银行卡在
哪里、在什么时间出现了问题。”该负
责人介绍，此新型盗刷装置最大的危
险性是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不法
分子拆走这套装置后，把信息全部导
出，再克隆银行卡即可进行异地盗
刷！所以市民在自动取款机上取存

款时要提高警惕。
那么这套盗刷装置是什么样子

呢！在警方提供的图片上记者看
到：该设备一改以往的笨重外形，做
工精细，连颜色都和 ATM 机很相
似。

据警方介绍，犯罪分子将读取银
行卡信息的读卡器，安装在银行卡入
口卡槽位置，安装后堪称“无缝衔接”，
市民很难察觉有异常。微孔摄录器安
装在数字键盘防窥盖内侧深处，只有
弯下腰仔细看才会发现。经拆解发
现，该设备经过特殊定制，自带芯片、

电池和存储卡，客户在存取款过程中，
所有的信息包括银行卡密码都会被记
录下来！

银行方面表示要加强ATM机自
助设备的巡检和管理，及时发现和清
除犯罪分子添加的非法装置。另外，
银行提醒市民立即将手中的磁条银行
卡换成芯片卡（IC卡）。目前IC卡还
无法进行侧录，IC卡芯片内的信息都
经过了复杂加密，安全性更高。换卡
非常简单，只需拿身份证和银行卡到
银行网点办理。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应对

新型盗刷装置特点

一改以往笨重外形
颜色和ATM机相似

制图/孙发强

偷窥设备
非常隐蔽

三亚丝路之塔主体完工
塔高95米，坐落于崖州湾宁远河入海口处，将建成大型文化交流平台

三亚丝路之塔项目塔楼主体已经完工，整个项目预计5月底竣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