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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2月 4日电 （记者袁
宇）首届Hockey Map国际青少年
冰球邀请赛今天在三亚启迪冰雪
中心举行。

“能在三亚看冰球比赛真是太兴
奋了，圆了我儿时的梦想！”当天上午，
穿着厚外套的三亚市民陈敏一边搓着
双手取暖，一边兴奋地说。他一直关
注着三亚冰雪体育中心的建设进度，
场馆建成后举办冰球赛事的消息让他
很兴奋，“我一直认为三亚是一个与冰
雪无缘的城市，现在有了冰雪运动中
心，我也计划去学滑冰。”

首届Hockey Map国际青少年
冰球邀请赛自2月4日持续至10日，
共邀请了来自俄罗斯与国内的19支
优秀青少年球队参赛。200余名青
少年冰球运动员将在一周内参加
U6、U8、U10、U12 等 4 个年龄组的
60余场比赛。

当天开赛仪式上，三亚正式挂牌

成立了冰球运动协会，并与中国冰球
运动协会、北京冰球运动协会建立长
期战略合作交流平台，将进一步促进
冰球项目在三亚的普及与发展，推动

“北冰南移”。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本次国际邀请赛的主办方，三
亚以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凭借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大胆地
将“阳光沙滩”与“冰天雪地”进行
融合，既推出一项全新的旅游产
品，为三亚市民提供一个体育健身
新去处。在这个冬天，参赛选手既
能够在三亚打冰球赛事，也能体验
南国热带风情，享受“冰与火”的运
动激情。借助赛事平台，三亚将大
力促进本土冰球运动发展，组建自
己的青少年冰球队伍，进一步加强
国际间青少年冰球运动的相互交
流学习，促进中国青少年冰球运动
的普及与发展。

三亚举办户外冬令营
本报三亚2月4日电（记者袁宇）“这是我第

一次到海南，希望能与三亚的新朋友一起玩
海。”在今天上午的万科梅沙户外航海冬令营开
营仪式上，来自河北雄安新区的11岁少年王硕
阳与三亚天涯区9岁姑娘任序莹交换了营服。
原本相隔遥远的两地青少年，在大海的风浪之中
建立友谊。

当天开营的户外航海冬令营以帆船运动技能
培训和航海知识教学为主要内容，精心策划团队
活动，以培养参营青少年坚毅、激情、自制、乐观、
感恩的生活品格与处事态度，提升青少年社交能
力与团队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参与活动的三亚学生代
表均来自于贫困家庭。三亚市天涯区为助力精准
扶贫，专门为该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定制了冬令
营，通过户外活动增强学生的情感交流，引导他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通过专业机构的辅
助教学引导孩子们提高学习热情，健康成长。

“近年来海南参与冬令营的家庭越来越多，从
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超过1000人
次青少年参营。”海南梅沙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汪圣洁透露，三亚是国内知名的冬季度假旅游
基地，也是颇具盛名的冬令营基地，帆船、潜水、冲
浪、海岛、安全训练等多种营地课程均独具特色，
深受市场青睐。

2017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
赛近日结束，儋州队打破了几支强队
的垄断，首次夺得冠军。儋州队捧杯
的消息和图片一直在儋州球迷的朋
友圈内热传。这也是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以来，儋州足球队首次在省级
足球赛上问鼎。儋州市足协主席、儋
州队领队邱永忠说，高位逼抢、球员
精诚团结和政府支持是儋州队夺冠
的关键。

邱永忠说，儋州队由儋州本土
球员组成，球员年轻有朝气。针对
这个特点，教练组赛前制定了高位
逼抢的战术，也就是说把战火“烧
到”对手半场。在老邱看来，这个
战术的核心就是“围堵抢”，儋州球
员速度快、反应快、抢球快，包括海
口佳宁娜红色战车队、海大队等强
队都不太适应儋州队的高位逼抢战
术。儋州队在主客场两胜海口红色

战车队，这在以往很难做到。难能
可贵的是，儋州队在14轮比赛中始
终坚持“高位逼抢”战术。该战术
是把双刃剑，容易造成自己后防空
虚，期间该队也因此吃了亏，被琼
海队“双杀”，但儋州队没有放弃。

在海超联赛期间，儋州队“分
身”参加了“绿橙杯”、“法院系统杯”
和“北部湾杯”等3项足球赛，这几
项比赛没有拖垮儋州队，相反让他
们更团结在一起踢好每一场比赛。
邱永忠说，参加“北部湾杯”比赛对
儋州队技战术的提高帮助很大。“北
部湾杯”足球赛的水平很高，儋州队
是第一次出岛和南宁队、湛江队和
北海队等强手过招。

海超联赛是主客场比赛，儋州队
要往返三亚、海口、琼海和万宁等地。
儋州市政府为球队提供了参赛经费，
为球队解除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邱永忠透露，儋州的校园足球这
两年开展得较为红火。前年，儋州足
协还在筹备期间，便和教育局联手开
设小学和初中的校园足球训练。那
大一小、二小、八小和海头中心小学、
儋州民族中学、儋州二中、四中、五中
和七中等9所中小学均有校园足球
校队，这些学校的校园足球队有专门
的经费、场地和教练。邱永忠认为，
儋州人不服输的性格很适合踢足球，
在训练和比赛中敢打敢拼，不会畏惧
对手。这次儋州队问鼎海超联赛，会
促进儋州足球的发展。

儋州那大镇有一个足球训练基
地，这个基地由两个7人制足球场和4
个5人制足球场组成，是儋州开展业
余足球的根据地。目前，儋州一家公
司正着手兴建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那大2月4日电）

三招助儋州足球队问鼎海超联赛

三亚举行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

2月4日，来自河北雄安新区和三亚的小朋
友，共同参加三亚梅沙户外航海冬令营开营仪
式。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月4日，北京飞熊06红队（红色球衣）与俄罗斯阿穆尔2008队球员在比赛中拼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 2月 4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18年第二届“青训之星”全
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海口
结束，海南球队包揽 4个年龄组别
的冠军。

本次比赛分为U8、U12、U10和
U14 组 4 个年龄段。最终，中海足
球俱乐部队、海口二十五小 A 队、
陵水恒星足球俱乐部队和金盘实
验 足 球 队 分 别 获 得 了 U8、U12、
U10和 U14组冠军。“过江龙”广州
新安明珠足球俱乐部队获得了U12
组和 U14 组的两项亚军。桂林天
龙足球俱乐部队和海口二十五小
队分别取得了U10组和U8组的亚
军。组委会评出了 7名青训之星，
他们分别是茹浩伟、唐会泽、范祖
海、王泽炜、方宇洲、陈嘉祺、徐畅。

U14和U10组的比赛采用单循
环赛制，各进行5轮比赛。U12组和
U8组的比赛采用双循环赛制，各进
行6轮。各组积分最多的球队赢得
冠军。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为了让更多
的青少年得到比赛的机会，邀请国内优
秀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来琼冬训交流
学习，其中包括10支海南本地球队，分
别来自天龙联盟、金盘实验足球队、海
南天龙足球俱乐部、陵水恒星足球俱乐
部、海口二十五小足球队以及中海足球
俱乐部。其余9支球队分别来自北京、
广州、桂林等俱乐部代表队。比赛分别
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和海
口实验中学足球场进行。

本次比赛由海南天龙足球俱乐部
主办。

“青训之星”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海口收兵

海南球队包揽4项冠军

春节临近，天南地北的游子们
又将踏上回乡的行程。与此同时，
一些不法分子趁此机会，本着年前
捞一笔回家的心理，开始“马不停
蹄”地筹划骗局。从往年公安机关
发布的预警看，春节期间，是各类骗
局的高发期。

春节前后，大家要提防哪些骗
局？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汇
总了春节期间常见的四类诈骗手
法，提醒广大市民不要上当。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相

信陌生来电或短信，保护自己的个人
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不给不法分子
可乘之机。建议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
的身份证件、银行卡、网银U盾、手机
等，一旦丢失立即挂失；不要随意丢弃
银行卡刷卡消费或使用 ATM 设备的
交易凭条；慎扫不明来历的二维码；连
接免费wifi时不登录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支付机构app进行账户查询支付等
操作；妥善设置银行卡密码，不使用同
一数字、生日、身份证号码等容易被猜
测的简单密码，多张银行卡不使用同
一密码，并定期更改银行卡密码。别
让电信诈骗骗走您这一年的辛苦！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xx旅客，您预订的x月xx日从
海口到郑州的xxxx号航班，因机械故
障无法正常起飞，请及时办理退改签业
务，以免耽误您的行程，xx航空。”这类
航班信息诈骗基本都是一个套路：先发
短信通知乘客航班取消，让拨打电话联
系改签；当乘客打电话过去，以收取改
签手续费为由，诱骗乘客说出银行卡

号、密码或验证码等私密信息。

案例：

轻信航班取消信息办理退票

一女子被骗9000余元

近日，海口李女士出差前上网订购
了一张机票，然而在登机前一天，她收到

了一条“航空公司”发来的短信，被告知
航班发生延误，需办理退票手续。随后，
李女士接到“航空公司”客服人员打来的

“退票电话”。由于对方提供的订票资料
准确无误，她没有多想，就向对方提供了
自己的银行卡号，并按照要求告知了一
个四位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几分钟
后，她的银行卡就被人转走了9000余元。

防范建议
如果收到类似短信，尽快拨打航

空公司或相关部门官方热线电话，避
免造成任何经济损失。航空公司由于
不可抗因素，如起落架故障、天气原因
需要改签航班，一般都可以为旅客免
费更改或退票，不存在收取工本费或
手续费的情况。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

春节临近，这四类诈骗方式要提防！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教你防诈骗

“您xxx号银行卡消费xxxx元。”
这种消费诈骗短信在春节前后很常
见。究其原因，是骗子知道很多人在春
节期间有大笔刷卡消费的习惯。骗子
通常采用群发短信的方式，假称受害人
银行卡有大额消费，可能是银行卡被盗
刷，或者个人信息被盗用。然后冒充银
联中心工作人员及公检法工作人员连
环设套，要求受害人将银行卡中的钱款
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或套取银行账

号、密码从而实施诈骗犯罪。

案例：

陵水一女子被骗20万元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居民李女
士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
海口某银行总部的工作人员，称李女
士用身份证开通的银行卡已恶意透
支数次，且数额巨大，需要其确认。
李女士表示自己并没有办理过该银

行的银行卡。
随后，对方称将把电话转接到公

安局。电话转接通后，一名自称湖南
岳阳公安局的男子要求添加李女士为
微信好友，并通过微信向李女士发来
一些法律文书和印有其相片的“逮捕
令”。李女士看到“逮捕令”后很害
怕。之后，另一显示为湖南岳阳的电
话号码给李女士打来电话，自称是办
案民警，要求李女士提供身份证号、银

行卡号和密码，以用于查明李女士银
行卡资金是否正常，李女士按照对方
的要求一一照办，最后李女士账户上
的20万元被骗子骗走。

防范建议
公安机关办案时不会通过电话、微

信、QQ等方式询问涉案人员重要个人
信息，也不会利用微信、QQ发送“调查
令”“逮捕令”或要求转账汇款、提供银
行卡密码等。

骗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当事人的
个人信息后，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
的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谎
称当事人春节期间中了大奖，当事人
一旦联系兑奖，骗子就以“个人所得
税”“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

“违约金”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
钱，实施诈骗。

案例：

男子轻信中奖信息被骗6000元

近期，海口市民白先生收到一则中
奖信息。白先生点开信息中的网站链接
后，网页中显示自己中了一等奖，奖品为
1.5万元人民币和1台笔记本电脑。白先
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网页上预留的电

话打了过去。对方先是恭喜白先生中大
奖，而后称需要先缴纳6000元的保证金
才能领取奖品和奖金，奖品收到后可退
还。白先生欣然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便
前往银行将6000元钱转进对方提供的账
号。接着，对方又称还需要白先生缴纳
8000元的个人所得税，并称如果不领奖
会产生高额的滞纳金，这时白先生才意

识到自己被骗，遂报警。
防范建议
骗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名义，

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
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
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
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
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春节前后不少快递公司都未正常
营业，骗子瞅准这个时机，假冒快递公
司，电话通知事主有未取的快递，以此
套出事主的个人信息，进行进一步诈
骗。骗子冒充公安民警，以快递里有毒
品、涉嫌伪造身份证诈骗或快递因不可
抗力无法送达而要求退款等理由，要求
对事主资金进行保护或核查，要事主把
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中去或以帮
助事主进行退费操作为由，将钱转走。

案例：

冒充快递客服诈骗

一男子损失9100元

近日，屯昌居民盘先生在淘宝上购
买了一件商品，第二天便接到一个自称
是某快递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
盘先生在网上购买的商品在派送的路上
出现问题，将不能送达，已将货款退还至
盘先生支付宝账户上。盘先生查看支付

宝后发现并没有收到退款。与此同时，
对方再一次与盘先生联系，询问是否收
到退款，盘先生表示并没有。

于是，对方便称要教盘先生如何在
支付宝上操作退款，并给盘先生提供了
一个支付宝账号，要求盘先生用手机登
录此账号，并将银行卡和身份证绑定在
此账号后退出登录，由对方登录来操作
退款。期间，对方询问盘某手机上收到
的验证码，盘某如实告诉对方后，对方

告诉他2个小时后会收到退款，到时候
再登录此支付宝查收。事后盘某感觉
不对劲，便前往附近银行查看自己的账
户，发现已经被转走了9100元，遂报警。

防范建议
快递如今成为骗子青睬的诱饵，接

到这类电话，事主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
息，更不能进行转账，以免上当受骗。
可以向快递公司官方咨询，或者拨打
110报警。

诈骗手法之一
刷卡消费诈骗

诈骗手法之二
中奖诈骗

诈骗手法之三
冒充快递客服诈骗

诈骗手法之四
机票改退签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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