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值“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电
信诈骗造成消费者财
产损失又将成为投诉
热点。为了帮助广大
消费者维护合法权
益，3月 14日，海南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揭秘四类侵财电信
诈骗骗局，传授维权
方法。

随着互联网经济
的快速增长，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足不出户
在网上购物交易。但
是，网上交易存在不
可实地挑选商品、不
能当面验货等诸多不
确定因素，随之而来
的交易安全等问题也
日益凸显，各类网络
陷阱不断升级，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
件时有发生。另一方
面，打着网络交易的
幌子通过虚假短信和
电话进行电信诈骗的
事件也层出不穷。消
费者需要提高防范意
识，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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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选登

扫二维码观
看活动专题，为您
喜欢的作品投上
宝贵一票。

投稿方式
（1）通过活动组委会邮箱3282364850@qq.

com投稿，邮件标注【我与海南30年】-作者姓
名、联系方式、作品介绍。

（2）通过海南日报、南海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天涯社区、新浪微博等投稿。
联系电话：0898-66810153

“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
作品征集活动进入倒计时！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孙令正）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的“中国梦 海南情——‘我与海南30
年’多媒体作品征集活动”吸引了众多作者踊跃
投稿，网络投票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截至3
月14日，活动组委会共收到各类体裁作品投稿
454件，其中264件为图片类作品、170件为文学
类作品、20件为音视频类作品。

据介绍，本次征集活动以近10万元奖金征集
反映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光辉历程的多媒
体作品，以文学作品、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再现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平凡个体与感人故事，
讲述特区建设者的中国梦与海南情。

目前，已征集到的音视频类来稿作品中，不
乏专业的视频作品，如曾在央视及美国纽约时代
广场播放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形象宣传片《海
南深呼吸》系列，以其清新明净的视觉元素，让人
领略到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如同身临其境。《我
在海南》《天涯海角》等作品，以流动的视角，多角
度、全方位地展现了海南四季如春、椰风海韵的
自然景象，深层次阐述了海南人健康、纯朴、向上
的精神面貌。

如果您有以“我与海南30年”为主题的文学、
图片、音视频类多媒体作品，欢迎继续投稿，投稿
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同时，您也可以
给自己喜欢的作品投票，网络投票截止时间为
2018年3月26日。投票结束后，活动组委会将
组织业内专家和相关学者对作品进行评选打
分。网络投票分占总分比例40%，专家评审分占
总分比例60%。

■ 周 荣

“这次军校毕业，你将被分配到
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海南
海口，希望你履行好‘卫我海疆，青春
无悔’的誓言。”

20年前，在安徽的一所军校，学
员队教导员一句分配指令将我送到
了海南岛。自此我在海南一待就是
20年，并且定居在了海口。

20年来，我见证了海南的飞速
发展。在这片热土上，我从“一杠一
星”的少尉排长成长为“两杠两星”的
中校团级干部，最后从部队的政工岗
位转业至地方政府担任一名处级领
导干部，眼看着海口从之前尘土飞扬
的边陲小城发展成如今高楼林立的

繁华都市，从之前小商小贩占道摆摊
到全城“双创”热火朝天刷新城市面
貌……

记得20年前，第一脚踏上海南，
海天一色、椰影婆娑的海岛风情一下
子把我迷住了，让我从此爱上了海
南。为了融入海南，我经常一个人坐
着公交车满城转悠，跑遍了海口大街
小巷。我沉醉于海南的自然风光和
风土人情，同时也为海口的城市建设
鼓与呼，先后在《海南日报》发表关于
白沙门的《去海边，挺麻烦的》、关于
城西路的《车堵人挤路又黑》等文章，
促进相关民生问题很快得到改善。
我先后在海口、定安、万宁、乐东的部
队待过，每到一处，我都倾心为我的
第二故乡海南尽一份力，跟地方政府

一起举办晚会，去慰问孤寡老人，捐
助失学儿童。我参加过海口2000年
百年不遇大洪水抗洪救灾，在海口
187医院刚做完手术就跟着战友一
起冲向南渡江大坝扛沙袋；也经历过
2014年抗击超强台风“威马逊”，跟
志愿者一起走上台风肆虐后的街头
清理倒伏的树枝，跟“带你走天涯”户
外群的驴友到文昌重灾区慰问受灾
群众，捐钱捐物；我还是南海网《海南
乡村》和海南在线《海南一家》的兼职
版主，通过网络为海南的美丽文明代
言；我喜欢上了户外，跟着海南的驴
友走遍了海南的山山水水。

2013年，我从部队转业，亲朋好友
都劝我转业回老家江苏发展，但思前想
后我还是决定留在了海南，因为我已深

深地爱上了海南，爱上她的内心安逸
外表火热，爱上她的气候温和风情美
丽，爱上她的与时俱进拼搏进取，我和
海南有了一份难以割舍的不解情缘。

带着对海南的眷恋和挚爱，我转
业到海口政府部门，我知道我的余生
就在这块热土上了。我虽然微不足
道，但我愿意散发自己的一点光和
热，把她建设得更加美好！通过自己
的努力，转业后第一年我有了岗位职
务，第二年因工作突出被省委、省政
府表彰为先进个人，第三年到乡镇挂
职继续锻炼……

海口“双创”活动中，我和同事们
走进社区和拆迁工地进行宣传、检查，
一点也不敢马虎。扶贫工作中，我经
常来到海口大致坡镇结对子帮扶户家

中嘘寒问暖，提供帮助，直至新房建成
老人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大雾致海
口“三港”停航，我和同事们作为志愿
者24小时轮流在志愿服务点为旅客
提供热心服务，传递海南温度。

择一城终老，海南就是这样一个
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我经常去海
边安静地坐一坐走一走，伴着清凉的
海风，望着湛蓝的天空，波光粼粼的
海水，还有随风摇曳的椰子树，心绪
也随之飞远……海南，不就是一片人
间天堂吗？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海南迎来了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回首跟海
南一起走过的路，心中始终涌动着一
份感恩与感动。悠悠20载青春无
悔，海南，我愿用一生来爱你！

悠悠20载 难舍海南情
——一名转业军人的海南情结

切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
馅饼。不要轻信中奖、低价商品、低利率网
络贷款等来源不明的虚假信息，遇事一定多
了解分析，辨别真伪，克服贪利思想，以免上
当受骗。

注意避免个人资料外泄，不要轻信陌生
电话和短信。当接到疑似诈骗电话或短信
时，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尤其是对方要求
向指定账户汇款时，不要轻易汇款，应第一
时间与家属商量或咨询公安机关。接到陌
生电话、收到不明来源的短信，做到不信、不
回、不转账，如遇到电信诈骗，请立即拨打
110或到附近派出所报案，并及时收集保留
转账截图等证据，配合公安机关办案取证。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的“3·15”晚会现场，央视主持
人现场模拟电话诈骗场景，从早期“猜猜我
是谁”的套磁式诈骗，到掌握用户丰富个人
信息的“十面埋伏”的精准式诈骗，虽然诈骗
手段不断升级，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后的
防范底线是不能通过银行卡账号转账。

另外，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关注“海南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微信公众号，了解
更多防范电信诈骗的知识和近期新型电信
诈骗手法的预警通报。

专题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罗安明 美编：杨薇

关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海南省反诈骗中心揭秘四类侵财骗局 教你维权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教你防诈骗

请扫码
关注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微信公众号

前不久，海口市民黄小姐在某网
购 平 台 看 到 一 条“ 从 内 部 购 买
iPhoneX手机”的消息，售价远低于
市场价，她马上加了对方微信，预订
了3部iphoneX手机。谈妥价格后，
对方称内部购买名额有限，需要支付
预订金。为了能以优惠价格买到手
机，黄小姐按照对方要求，通过微信

将2.1万元预订款转给了对方。不
料，转款后对方便再也联系不上了，
黄小姐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防骗支招：时下，网购因其便利
性而备受市民欢迎，各类网络交流平
台上的微商十分活跃，但是目前规范
微商经营行为的各项法律法规还不
够完善，不法分子抓住监管存在的漏

洞，实施违法犯罪。警方提醒，消费
者通过网络平台或微商购物时，应尽
量选择有实体店、比较熟的微商，要
求其提供进货单据、营业执照等证
明，仔细确认后再消费，并注意保留
银行汇款单等交易记录，同时不要有
贪图小便宜的心理，谨慎购买远低于
市场价的商品。

日前，未在网上购买任何东西
的张先生收到快递小哥送来的一
尊财神，货到付款 39 元。让张先
生十分尴尬的是，这尊木雕不仅做
工粗糙，也找不到卖家退款退货，
快递公司也拒绝对此事负责。无
独有偶，冯先生也收到一个快递包
裹。包裹的外包装上贴有双面胶
贴纸，上写有“代收 39 元”。冯先
生的家人没多想就付了 39元并签
收了包裹。冯先生回家后，想不起

自己什么时候在网上买过东西，便
打开包裹查看。发现包裹里是两
瓶洗发水，瓶子上全是英文，没有
任何中文标识。洗发水打开后，气
味刺鼻，是彻头彻尾的劣质“三无”
产品。

防骗支招：货 到 付 款 金 额 不
多，很多人好奇，是不是朋友送出
的惊喜。这样不请自来的快递一
签收，就默认你已经检查并接受包
裹，无法联系快递公司追回损失。

你付款签收之后，寄件人就会通过
快递公司收到货款，其骗财的目的
已然达成。

防范这类诈骗陷阱，对于货到付
款的快递包裹一定要谨慎签收。若

“到付件”不是自己在网上购买的商
品，尤其是那些完全陌生的包裹，要
果断拒收。根据相关规定，签收货到
付款快递包裹时，收件人可以先开件
查验，如果发现包裹内并非自己购买
的东西，有权拒收。

一个谎称可通过复制手机卡监
听手机的骗局，竟然骗走吴小姐近3
万元。吴小姐最近和男友闹矛盾，恰
巧收到一条短信：“专业复制手机
SIM卡，可全天候监听、监控他人手
机短信或通话内容。咨询电话
652×××××”。她随即拨通电话
并告知了对方男友的手机号码，对方

很快用“男友手机号”回拨了过来。
信以为真的吴小姐先后向对方支付
了1000元手机卡制作费和一部配套
手机购买费1.28万元。但她累计向
对方转账近3万元后，却始终没有拿
到手机卡和窃听信息，反而陷入极度
恐慌之中。

防骗支招：从去年开始，运营商

力推手机实名制，从源头上杜绝仿
造、冒用手机卡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
潜在危险。在没有原卡的基础上复制
手机卡是不可能的。想要辨别手机卡
是否真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回
拨”：接到对方的来电后先挂断，重新
拨打来电显示的手机号码，如果发现
是空号，可挂断，确认为诈骗电话。

海口的黄先生接到一条“航空
公司”发来的短信，称黄先生即将乘
坐海口飞往北京的航班由于机械故
障已取消，需要拨打退票电话进行
改签或退票。黄先生立即拨打短信
上的电话号码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并提出了改签要求，接电话的“客
服”说黄先生的个人信息已与航空
公司财务中心绑定，代码和个人信

息需要一致，要求黄先生必须使用
网银完成退款，这样才能保障改签
成功。按照对方的要求，黄先生在
电脑上先输入银行卡账号、密码，又
按照对方要求在付款栏输入对方提
供的“验证码”，当黄先生操作结束
后，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
了2万元。

防骗支招：购买机票要通过官方

网站、官方客服电话、机票代售点等
正规渠道，不要使用陌生的票务网
站。网络购票时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切勿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
余额等信息。在收到类似提供机票退
改签等服务的短信时，应通过官方渠道
进行核实确认，不要盲目相信来路不明
的信息，不要拨打短信发来的陌生号
码，更不要按照对方要求转账。

骗术一
内部买手机提前交订金

骗术二
货到付款快递不请自来

骗术三
复制手机卡的老骗局

骗术四
“机票改退签”骗你没商量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

克服贪利思想
勿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

（本报策划/良子 撰稿/良子 王晴 王宇）

视频作品《海南深呼吸》融汇了海
南亚龙湾、分界洲岛、东郊椰林、七仙
岭、古盐田等重要旅游景点画面，以清
新明净的视觉元素，让人领略海南良好
的生态环境，令观者如同身临其境感受
自由呼吸的畅快。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海口市供水紧张，1993年1月8日海口永庄水厂建成投入使用，造福了千万
家。图为永庄水厂一期工程建成试产典礼现场。 谢声濓 摄

扫二维
码看视频作
品《海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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