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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中秋临近，9月25日，海
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特别整理了一
些假期常见骗术，为广大群众送上一份
节日防骗礼包，谨防这五类诈骗，过一个

“与诈骗说再见”的假期！
骗术一：虚假中奖诈骗

“恭喜您被我们电视台XX节目抽
中为一等奖，将获得价值X万元的奖品，
领取码为XXXX。”骗子借助网络、短
信、电话、刮刮卡、信件等媒介为平台发
送虚假中奖信息，继而以收取手续费、保
证金、邮资、税费为由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正规机构、正规网站组织
抽奖活动，不会让中奖者“先交钱，后兑
奖”。群众收到中奖信息要坚决予以删
除，不要在山寨、木马虚假中奖网站上填
写任何资料，以免泄露个人信息。切勿

轻信“中大奖”“免费送”等噱头，牢记天
上不会掉馅饼。

骗术二：以网购月饼有质量问题为
由诈骗

“你网购的中秋月饼有质量问题，我
们给你赔偿。”骗子自称淘宝网客服，告
知受害人在淘宝网购买的月饼出现质量
问题，售卖月饼的公司准备召回，为保持
信誉良好，要退款并双倍赔偿给受害
人。当受害人信以为真时，骗子会以添
加QQ、微信，再填报个人信息、扫码退

款等方式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不要添加陌生QQ、微信

进行所谓“退款”操作，对于来历不明的
二维码切勿乱扫，不熟悉的金融软件不
要使用，一定要先向官方客服咨询核实！

骗术三：冒充“朋友”发送祝福短信
诈骗

节假日期间，一些诈骗分子会以“祝
福”“结婚请柬”等借口向受害人发送邮
件、信息，而当中的链接隐藏木马病毒，
并大肆传播木马程序，不法分子将以此

获取用户的账号和密码等。
警方提醒：大家在接到来历不明的

“好友”祝福信息邮件等不明链接，一定
要牢记：不点击！

骗术四：建虚假购物网站以“促销”
为由诈骗

不法分子建立与正规网店相似的交
易网站，打着“国庆节优惠活动”的旗号
引诱用户购买商品。当用户输入真实的
密码和账号，进行支付时，正中不法分子
的圈套。

警方提醒：此类钓鱼诈骗，是不法
分子在节日热点时期制作精美的网页，
打出令人动心的促销广告，诱使受害人
点击，轻则个人信息遭泄露，重则被骗
取钱财或电脑被植入病毒。市民购物
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或选择口碑好
的电商平台。

骗术五：谎称“航班取消”退票诈骗
节日期间，有不法分子冒充航空客

服人员，向旅客发送诈骗信息称，航班取
消需办理免费退票，但需要缴纳相关手
续费，告知旅客退款时存在问题，需电话
联系发送授权，套取旅客隐私资料等。

警方提醒：收到此类信息，立刻通过
航空公司官方客服或售票网站确认，切
勿轻信来路不明的信息。

（策划/梁子 文/梁子 王政书）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

省反诈骗中心送你“防骗大礼包”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今年省希望工程助力脱贫攻坚
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完毕

筹集善款1929万元
资助学生3521人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吴
香飞）9月25日上午，由团省委、省青少年希望基
金会、海南日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0年海南
省希望工程助力脱贫攻坚圆梦行动最后一批助学
金发放仪式在海口举行。

据悉，活动自7月开展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
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共筹集善款1929万元，资
助贫困大学生3521人。其中，常年支持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的11家基金和6家爱心单位（人士）本
年度捐款552.5万元。此外，全省各级共青团组
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圆梦行动脱贫攻坚公益
计划，共募集善款1376.5万元。

据介绍，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连续实
施18年，累计筹集善款2.73亿元，帮助5.3477万
名学生顺利进入大学，已成为海南共青团服务青
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活动载体和海南省知名的扶
贫助学公益项目品牌。

本报那大9月25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斌）儋州市结
合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常态化开展城
乡“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那大镇主
城区干净整洁，村貌焕然一新，城乡居
民干干净净地迎接国庆、中秋佳节。

9月25日，儋州市那大镇各社区
新聘请的10名保洁员在当地进行全
天候保洁，清扫公共区域卫生，清运
垃圾。“社区居委会成立攻坚队，配合
儋州市执法人员，对出店经营、占道

摆摊问题进行整治，对占用消防通道
的违建强制拆除。”东风社区居委会
负责人张春明说，如今社区街面干
净，巷道整洁。

据了解，结合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工作，那大镇各社区从8月底至
今，加大力度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
行动，共清理卫生死角9000多处，清
运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近3万吨。

贫困村脱贫后，儋州市从改变村
庄的环境卫生开始，引导村民提高文

明素质，过健康文明的生活。该市新
州镇黄玉村委会是“十三五”建档立
卡深度贫困村，摘掉“贫帽”后，村民追
求文明健康生活的步伐不断加快。

从9月18日至今，黄玉村委会干
部、镇包点负责人、驻村工作队队员、
保洁员、志愿者等在全村集中开展卫
生大扫除活动，清理卫生死角，补齐
卫生短板，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村委会干部事先排查摸底，列出环境
卫生突出问题清单，逐个解决，逐一

销号，把村巷道路的杂草落叶、村民
乱堆乱放的杂物等都清理干净。该
村党支部书记陈庆远说：“在开展‘四
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的过程中，我们
担起属地管理主体责任，首先清除脏
乱差，整合一切资源，谋划整治全村
卫生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感。”

儋州市通过“四爱”卫生健康大
行动，提高村民环境卫生意识，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加快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步伐。该市东成镇流坡村组织驻

村工作队队员、保洁员、公益性岗位
人员、村“两委”干部和部分村民，多次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在村头
巷尾捡塑料袋、树叶、烟头等；收拾屋
子、打扫庭院，清扫清运村道、沟渠等
积压的垃圾；清理卫生死角，村庄变
靓丽，颜值更美丽。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有德说：“我
们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提
升全村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打造整洁
干净舒适的人居环境。”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 张惠宁）打开箱盖、添加药剂、
背上机器、打开开关，一串白色水雾
从塑料管中喷涌而出，笼罩了一大片
植被……9月25日16时许，在海口
市秀英区海秀街道海港宿舍小区附
近，北京装合顺病虫害防治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韦乙初正背着一
台电动喷雾机，进行蚊虫消杀工作。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
入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扎实
做好登革热防控爱国卫生工作的部

署要求，9月25日至27日，海口在全
市统一开展第三轮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消杀灭蚊防控登革热疫情活动。

“消杀蚊虫，不仅因为蚊虫刺叮人
体造成困扰，更因为蚊虫是很多传染
病的媒介。”秀英区爱华街道相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近年来，海口每
年都会开展蚊虫消杀工作。特别是从
2015年海口开展“双创”工作以来，各
个街道都引入了专业的消杀公司，由
专业人员对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
消杀，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

灭蚊先治水。韦乙初和同事到
达公园后，首先检查、消除蚊虫孶生
地。因刚下过雨，公园的树洞内有不
少积水，工作人员把水舀出来后，用
土把树洞填上；地上有废弃塑料瓶，
里面残留了积水，要把水倒掉，瓶子
扔进垃圾箱。而对于下水道、“落沙
井”内这些无法清除的积水，工作人
员则是将药粉投入其中，消灭里面的
虫卵。

将积水清理干净后，就要开始用
喷雾机进行蚊虫消杀，向藏匿在花叶

和草丛间的蚊虫布下“天罗地网”。
“绿化带、竹林、湖水边、垃圾桶，这些
都是我们重点消杀的部位。”韦乙初
介绍，现在消杀公司采用的药剂都是
微毒的，只会杀死蚊蝇，不伤害人体
健康。

除了蚊蝇，消杀公司还肩负着消
灭老鼠、蟑螂的任务。现场，还有工
作人员打开雨水篦子，用烟雾机消灭
蟑螂；检查毒鼠屋，看到红色的毒鼠
谷量不够时，要立马补上。

海口市卫健委病媒办负责人表

示，灭蚊是个系统工程，除了政府和
专业公司的力量，还需要全民参与。

“本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期间，海口
将组织干部职工、市民、志愿者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以环境综合整治、清理
病媒生物孳生地为主的爱国卫生运
动，并将开展统一消杀灭蚊活动。通
过组织群众人人动手翻盆倒罐、填平
洼地、疏通水沟、清除积水、清理卫生
死角等行动，全方位清除蚊虫孳生
地，辅以化学消杀，有效控制成蚊密
度上升。”该负责人介绍道。

海口制定普高新课程新教材
实施国家级示范区三年规划

落实九大建设任务
强化辐射引领作用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计思佳）9月24
日上午，海口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
级示范区示范校建设工作启动大会召开。海南日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该市已制定《普通高中新课程
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校）——海口市示范区
建设工作三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海口
将以示范区统筹引领，带动示范校和基地校建设，
辐射我省其余地区和薄弱学校，逐步形成全方位
的“示范校——基地校——帮扶校”的帮扶模式。

据介绍，7月10日，教育部公布普通高中新课
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示范校名单。其中，
海口市被确定为示范区，海南中学、海口市第一中
学、海南华侨中学3所学校被确立为普通高中新
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校。

《规划》明确了海口建设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
实施示范区的九大建设任务：落实新课程新教材高
质量全员培训；全面提高高中课程建设与实施质量；
推动普通高中学科建设；推动校本教研，建设新课程
培训基地学校；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核心素养在
课堂落地；启动高中新课程实施市级专项课题研究
项目；建立海口市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体系；全面
提升教育科研队伍建设；全面构建名师名校长队伍
特色成长路径，整体推进优质学校建设工程。对各
项任务的工作目标、举措、实施步骤也进行了细化。

省教育厅基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一区
三校”要聚焦普通高中任务目标和育人方式改革
的要求，着重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教学管理等
七个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高质量高标准建
设海南自贸港，打造国际教育创新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儋州残联开展上门服务
为900余人办理或更换残疾证

本报那大9月25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王家隆）9月14日至25日，儋州市
有关部门人员上门为出行困难、行动不便的残疾
群众办理或更换残疾证。经儋州各镇与市残联、
市扶贫办、市民政局共同审核筛查，为900余人办
理或更换残疾证。

近日，儋州市有关部门人员及医务人员主动
靠前服务，到该市和庆镇一位女性残疾人家，登门
进行伤残等级评估鉴定。

“用力握着我的手？”“脚能不能抬起来？”医务
人员仔细查看该残疾人肢体残疾情况，认真填写
相关表格。她家属说，她行动不便，无法前往指定
的地点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也无法更换残疾人证
件。这次，有关部门人员及医务人员及时登门，她
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伤残等级鉴定，更换残疾
证，享受残疾人优惠政策，保障基本生活无忧。

儋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办理或更换残疾
证，是脱贫攻坚为困难残疾群众兜底工作的一项
重要工作，直接关系到每一位残疾人的切身利
益。9月14日起，该市开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低保户家庭成员残疾人办理或更换残疾证，对因
行动不便等无法自行到指定地点办理或更换残疾
证的残疾群众，将联系医疗部门的专业医护人员，
到残疾群众的家中，以及所居住的居（村）委会等，
帮助办理或更换残疾证。

本报海口 9月 25日讯（记者郭
萃 陈雪怡 通讯员张海滨 吴有芬）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事局9月25日
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
海事局发布了《琼州海峡船舶定线制
3#警戒区北侧水域滚装客船航行规
范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从五个
方面规范琼州海峡滚装客船航行行
为，维护滚装客船通航秩序、减少水上
交通事故的发生。

9月26日，广东湛江港徐闻港区
南山作业区滚装码头（以下简称“徐闻

港”）将正式开港投产运营，届时琼州
海峡滚装客船航线将发生重大变化。
徐闻港投产运营后，琼州海峡滚装客
船码头将形成以北岸徐闻港为主，对
接南岸新海港、秀英港的态势，此航线
边上还有粤海铁南港至北港的火车轮
渡航线，入岛运输航线的改变将使琼
州海峡局部的交通流发生重大变化，
滚装客船间及与东西向航行船舶会遇
的情况会更加密集、交通态势会更加
复杂，碰撞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此次发布《通告》，从分割交通流、

安全航行、处理好与东西向航行船舶
的关系等五个方面，通过行政手段规
范该水域滚装客船航行行为、维护滚
装客船通航秩序、减少水上交通事故
的发生，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通告》内容包括在琼州海峡定
线制 3#警戒区北侧水域设置分隔
线，严禁两股交通流出现交叉会遇，
减少碰撞事故的发生，粤海火车轮渡
滚装客船在分隔线的西侧航行，其他
滚装客船在分隔线的东侧航行，双方
应避免越过分隔线航行；航行在3#

警戒区水域所有滚装客船应采用安
全航速，禁止滞航、追越；所有滚装客
船非特殊情况应避免影响其他船舶
正常航行，有情况要及时向琼州海峡
船舶交管中心报告；除了要遵守《通
告》中具体几项要求外，所有滚装客
船还应遵守琼州海峡船舶定线制和
报告制相关规定。徐闻港投入运营
时《通告》生效，新的定线制和报告制
实施时《通告》失效。

为保障徐闻港开港琼州海峡滚装
客船新航线安全畅通，除积极协助海

南海事局制定发布《通告》外，海口海
事局还协调海口航标处在分隔线两端
设置两个虚拟航标，专门制定徐闻港
开港新航线交通组织安全保障方案。
徐闻港开港当日将安排大型海巡船艇

“海巡21”轮到新航线交通流复杂水
域周边进行驻守，必要时实施现场交
通组织；琼州海峡船舶交管中心增加
24小时值班人员利用船舶交通管理
系统强化新航线航行船舶动态监控、
安全信息和交通组织等，全力保障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新航线安全畅通。

海口开展第三轮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全民灭蚊虫 严防登革热

儋州结合“创卫”常态化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城市更整洁 乡村更干净

广东徐闻港今日投产运营，琼州海峡局部交通流发生重大变化

海南海事局发布航线航行新规范

9月25日上午，航拍松涛水库大坝除险加固工程。据了解，松涛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为2018年我省重点解决的十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之一，该
工程总投资31641.25万元，经过近两年的紧张施工，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有条不紊进行，截至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九成以上。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松涛水库大坝除险加固：

完成总投资逾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