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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3日电（记者于涛）眼
下，不少电商平台开启“618”促销活动，乌鲁木齐
市警方提醒，电商促销期是网络诈骗犯罪高发
期，消费者网购要提高警惕，谨防被“返还退款”

“误操作”等说辞“套路”。
日前，乌鲁木齐市民张某接到电话，对方自

称某电商客服，说因“618”活动期间发货量太大、
导致张某包裹丢失，需帮张某办理退款。张某添
加对方QQ后，点击对方发来网址链接，并按对方
要求填写自己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导致卡内
8000元钱“不翼而飞”。

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近期已接
到多起报案。办案民警说，由于促销期间电商网
络系统易出现延迟、崩溃，一些不法分子以“包裹
丢失”“订单延迟”为由，谎称受害人订单需要退
款，诱骗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号、密码、手机验证码
等，骗取受害人钱财。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受害
人电话号码、收货地址等购物信息，冒充网店客
服，以商品质量不合格、帮受害人双倍退款为由，
引诱受害人到网贷平台贷款，套取受害人银行卡
信息、验证码等，从而实施诈骗犯罪。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犯罪分子还伪装成电商
平台后台工作人员，称受害人进行了“误操作”、
把本是“买家”的自己设成了“代理商”。为避免
每月扣款，受害人需提供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
等，导致一些消费者不慎中招。

警方提醒，网上购物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
形，请注意保护证据，并立即拨打110报警，用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警方提醒：

“618”促销期
别被网上骗子“套路”

“滴滴司机性侵直播”事件调查结果公布：

涉事主播“自导自演”
策划淫秽直播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针对网上发布的“滴
滴司机性侵直播”信息，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12
日晚通报调查结果。经查，此事件为涉事主播恶
意炒作，在某境外直播平台上，以“滴滴”“司机”“女
乘客”“性侵”等易引起关注和炒作的话题为卖点，
自导自演，以淫秽直播吸引网民打赏，牟取非法利益。

据通报，2020年6月11日晚，全国“扫黄打
非”办发现有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滴滴司机性
侵直播”信息，连夜部署河南省“扫黄打非”办公室
核处。经查，6月10日，有网民将“滴滴司机性侵
直播”视频发至境外网站；6月11日，新浪微博一
名用户发微博称，某“滴滴司机”通过直播平台，对
外直播“性侵女乘客”过程，并贴出视频链接。视
频中，某驾车男子自称是河南郑州的“滴滴司机”，
先与“女乘客”聊天，随后以停车买水为由，留“女乘
客”在车内，并向车内喷“香水”。该男子称所喷“香
水”是迷药，与观众互动要求刷礼物，对被“迷晕”的

“女乘客”实施“性侵”。对此，滴滴公司官方微博
“滴滴出行”回应称，已报警并正在紧急核实。

公安机关查明，涉事直播平台服务器位于境
外，域名由一家美国公司代为注册。目前，公安
机关已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案件在进一步办理
中。全国“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事件
暴露出非法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为牟取非
法利益，不断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行为极其恶
劣，必须坚决依法打击。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董瑞丰）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3
日通报，6月12日0—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例（天津1
例，上海1例，广东1例，海南1例，四
川1例），本土病例6例，均在北京；无
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35人，
无重症病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66例
（无重症病例），现有疑似病例 1
例。累计确诊病例1808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1742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6月12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74例（无重
症病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8367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
告确诊病例83075例，现有疑似病
例 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5138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3197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7例（境外输入5例）；当日无转
为确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3
例（境外输入2例）；尚在医学观察无
症状感染者98例（境外输入4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1596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108例（出院1060例，死亡4例），澳
门特别行政区45例（出院45例），台湾
地区443例（出院431例，死亡7例）。

国家卫健委：

6月12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
北京报告6例本土病例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侠克 夏子麟）记者13日从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114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6月12日
16时至24时，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4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活动史。

12日0时至24时，北京市丰台
区共报告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病例行动轨迹涉及新发地市场部分
商户，目前已对新发地市场及周边
小区采取封闭管理措施。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说，经流行病学调查，这些病例均
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

通过采集确诊病例相关的外环境标
本，有核酸检测阳性报告。经初步
判断，这些病例可能接触了市场中
污染的环境、或接触到了被感染的
人员而传染发病，后续不排除出现
续发病例的可能。

庞星火表示，北京市、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已组织专业人员，
在全市开展了农贸批发市场、大
型超市等排查，共采集海鲜、肉类
等食品及外环境涂抹标本 5424
份，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新发
地市场发现 40件环境阳性样本，
其余农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均
为阴性。

庞星火介绍，在对从业人员
主动筛检中，对 1940 名市场从业
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在新发地
采集的 517 件样品中，有 45 人咽
拭子阳性，另在海淀一农贸市场
中发现1例阳性，是1例新发地确
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上述46人
目前无临床症状，已纳入严密管
理和观察中。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高小俊说，鉴于新发地农贸批
发市场中人员发现确诊病例，其
环境样本中检测出核酸阳性，北
京市将对5月 30日以来与新发地
市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展核酸

检测，卫生健康和公安部门正在
制订筛查方案，将以区为单位进
行筛查，具体方案将在13日公布，
请公众关注。

高小俊表示，目前北京市具备
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达到98所，
日最大检测能力可达9万多人，可以
适应人群检测方面的需求。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代区
长初军威介绍，目前已摸排丰台
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39人，
全部实施集中隔离。此外，市场
周边3所小学、6所幼儿园已返校
的班级立即停课，未返校的班级
暂缓复课。

北京新增病例
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

峥嵘岁月30年 中国蓝盔卫和平
历史的长河中，和平始终是

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崇高目
标。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
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途径。

时针拨回30年前。
1990年4月，联合国维和行

动简报上出现一张特殊的图片
——5名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军事观察员抵达叙利亚首都大
马士革。

这是联合国相关简报首次
出现中国军人的形象，也是中国
军人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历史见证。30年来中国军人
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中国热
爱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的
负责任大国担当，践行维护地区
与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付出不懈
努力。

2016年5月31日晚，联合国马里
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营地遭遇袭
击。为阻止汽车炸弹冲入营区，29岁
的维和战士申亮亮坚守岗位，在爆炸瞬
间将战友推开，英勇牺牲。一个多月
后，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李
磊、杨树朋在执行任务时不幸遇难。

30年来，中国维和人员用鲜血捍

卫中国军人的荣光，用过硬素质诠释铁
血担当。

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不仅意味着所
在地战火纷飞、冲突不断，更充斥着疾
病、贫困和恶劣气候条件。

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非洲暴发，
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坚守岗位，坚
定履行使命；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席

卷全球，中国维和军人在确保自身“零感
染”前提下，积极宣讲防疫知识，为其他
国家维和部队介绍中国防疫成功经验。

30年间，中国维和部队累计排除地
雷及各类未爆炸物1万多枚；完成无数
次武装护卫、难民营搜查、谈判调查等任
务……“中国质量”“中国水准”“中国速
度”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承载和平，守护和平，是和志虹生
前的愿望，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

30年来，中国已参加25项联合国
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
次，15名中国维和军人为世界和平事
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过去的30年里，包括文职、军
人和警察在内的中国维和人员，在联合
国多个维和行动中发挥着弥足珍贵的

作用，”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
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日前接受新华
社采访时说，“我对他们在联合国蓝色
旗帜下的无私奉献表示高度赞赏。”

面对不断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严峻
的地区局势，中国维和事业不断向纵深
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彰显负责任大
国担当。

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

合国维和峰会，阐明中国在涉及世界
和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提出加强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倡议，在进一步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宣布多项
务实举措。

5年来，一个个掷地有声的承诺落
地生根，一项项扎实有序的维和行动开
花结果。联合国评价中国是“维和行动
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

“我愿将世上所有的颂赞和
感激送给你们，像密如织线的
细雨、像姹紫嫣红的鲜花、像馥
郁芬芳的香味……谨向中国维
和医疗队致以万分感谢和美好
祝福！”

2019年年初，中国赴黎巴嫩
维和部队收到这样一封特殊来信。

写信人是一名生活在黎巴嫩
的叙利亚难民，他曾意外被狼咬
伤，在中国维和部队军医悉心治疗
下，身体逐渐康复。

30年来，中国军人向世界敞
开胸怀，用真情实意和实际行动温
暖着当地民众，他们真诚、善良、友
好的形象也逐渐深入人心。在很
多任务区，当地民众都会主动接近
中国维和官兵。

30年间，中国维和官兵保持
了“零违纪、零遣返”纪录，全部被
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勋章。他们

架起了中国与世界人民友谊的桥
梁，为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表率、夯实基础。

……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期望。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
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各国
共同安全与发展的中国倡议和
必然选择。

2020 年是联合国成立 75周
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

“为维和而行动”倡议进入落实关
键阶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的
中国蓝盔将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守护和平、传递友谊，为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努力奋斗。

（据新华社联合国6月 13日
电 记者王建刚）

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和平之师A
2019年9月11日，中国维和战士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执行巡逻任务。 新华社发（姜东坡 摄）

新华社沈阳6月13日电 辽宁
省卫健委13日发布消息，6月12日
0时至24时，辽宁省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2例，均为北京市12日报告的

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目前，辽宁省累计报告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21例，全部治愈出院；累
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8例，治愈

出院126例，死亡2例；累计报告无
症状感染者71例，解除隔离出院44
例，转为确诊病例25例（全部治愈出
院），在定点医院治疗2例。

截至6月12日24时，辽宁省累
计追踪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4022
人（含境外输入病例密切接触者），
已全部解除医学观察。

捍卫中国军人荣光铁血之师B

传递中华民族爱与友谊文明之师C

聚焦疫情防控

辽宁新增2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北京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救救孩子
——香港社会须切实行动革除
教育痼疾

香港教育界近年来的种种乱象和
痼疾，在去年以来的“修例风波”中表
现得淋漓尽致，令人痛心疾首。

杜绝校园内外愈发嚣张的“港独”
“黑暴”等极端乱象，为青少年营造健康
的成长空间，是特区政府必须承担的责
任，也应当是香港全社会的共同工作。

前不久，一位香港教师公然宣称：
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中国是为了消灭
鸦片。这种错乱疯狂的史观、没有半点
道德底线的胡言，恐怕连英国人自己都
想象不出来，而这却发生在曾因鸦片战
争而历经百余年殖民统治之苦的香港。

有些教育工作者更严重违反职业
操守，在课堂上散播极端言论，甚至怂
恿、带领学生参与违法暴力活动。去
年以来，有通识科教师在网上诅咒维
护社会安宁的香港警察“死全家”，有
中学助理校长诅咒警察子女“活不过7
岁”。长期被反对派势力把持的“香港
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更公然以政治凌
驾专业，以一己之政治观取代是非、置
换对错，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鲁迅先生当年发出“救救孩子”的呐
喊，哀痛的是封建礼教“杀人”。如今，那
些反中乱港的政客们打着所谓“民主自
由”的旗号，甚至是要求外国再次殖民的
旗号，明目张胆地怂恿孩子们上街堵路、
放火、袭警，甚至杀人……在今日之香
港，“救救孩子”比鲁迅那个时代更急迫。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
展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重要关口，反
中乱港势力依然不知收敛，竟在学校煽
动联署和罢课，继续将学生作为“马前
卒”和“炮灰”，不惜以香港社会的未来
为赌注谋取一己政治私利。

教育具有鲜明的主权属性。香港
回归祖国的历史性转折，意味着特区教
育体系和制度设计必须在“一国两制”
框架内持续完善，消除殖民遗毒的同
时，切实培养广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
尊重与认同，为香港与国家储备人才。
然而，香港回归近23年，今日香港青年
价值观之乱、历史观之乱、国家观念之严
重缺乏，已经到了必须重视、必须改变
的时刻。不能再让青少年被荼毒，让他
们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留下巨大遗
憾。这是香港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
事，有赖所有人共同用心，全力以赴。

（据新华社香港6月13日电）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刘夏村）记者
13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20时30分，
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已致10人死亡、117人受
伤，倒塌房屋内有人员被困失联。应急管理部已
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6月13日16
时46分许，沈海高速浙江台州温岭出口处，一辆
由宁波开往温州的槽罐车发生爆炸。目前，当地
消防救援队伍正在现场处置，人员搜救工作仍在
紧张进行中。

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
10人死亡117人受伤

浙江温岭一槽罐车爆炸事故现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