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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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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假期便是电信诈骗多发高发时
间。为此，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特制“国庆防骗大礼包”，揭露假期常见
骗术，提醒广大群众以防诈骗。

骗术一：高回报兼职诈骗
近日，海口的小赵登录某同城网站

投递求职简历，不久，便有陌生人通过其

留下的QQ申请添加她为好友。对方称
工作是专门帮淘宝卖家刷好评的，每单
佣金40元。小赵根据对方指引在淘宝
网站上选中指定的商品加入购物车，并
把支付失败页面转成待支付页面后再把
截图回传给对方。接着，对方再引导小
赵用微信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pp约
玩”，进入公众号后，再输入对方告诉她
的一个手机号码进行登录，登录完成选
择“购买10万金币”用于刷单返现。对
方称需要赶紧完成支付，以防系统超时

刷单失败，在对方不停催促下，小赵稀里
糊涂便按页面要求通过支付宝支付了1
万元。支付后没有看到返现消息便联系
对方，发现已被拉黑，才意识到被骗，共
计损失1万元。

警方提醒：校园兼职是诈骗高发区，
尤其节日期间不少中介会开出较高的价
格，但大学生一定要谨慎选择，不要相信
所谓的“高回报兼职qq/微信群”，还是
要通过学校介绍或是正规渠道找工作，
丰富假期生活。

骗术二：冒充电视台、商家发送中奖
短信诈骗

近日，张某的手机接到一条短信，称
张某的手机号已经被湖南卫视《乘风破
浪的姐姐》节目组的后台抽选为场外幸
运号码，中了59000元及一台苹果笔记
本电脑（附带网址链接、验证码等信
息）。看到信息后张某就将信息上的网
址输入电脑，接着张某就跟网站上的号
码联系。对方叫他把中奖保证金打过
去，张某就拿着自己银行卡到附近某银

行通过转账的方式把2800元，分三次把
钱转账给对方银行卡，随后张某就接到
电话称要再缴纳20%的税，此时张某才
意识被骗。

警方提醒：节假日期间，一些诈骗分
子会以“中奖”“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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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接到来历不明的信息及链
接，一定要牢记：不点击！

骗术三：建虚假购物网站以“促销”
为由诈骗

近日，王先生收到一条据称可以办理
一种消费卡短信，用户只要花1000元至
2500元激活会员卡，就可以在“爱购信网购
商城”获得5万至10万元不等的信用额度，
甚至可以透支购物。王先生点击短信里的
链接联系网站中的“客服”办理该消费卡，按
照要求交了1000元激活费后，并在该网站
上使用消费卡透支购买了一部苹果手机，
网站上虽然显示购物成功，他却迟迟无法
收到商品，打电话问客服的时候一直无人
接听，意识到被骗的王先生立即报警。

警方提醒：不法分子打出令人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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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王政书）

节假日电信诈骗案多发高发

省反诈中心送“国庆防骗大礼包”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驱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掠过
黛绿连亘的群山，登顶1400多米高
的山峰，眼前是云雾与林海交融之
景。这是海南岛绵延最长的一组山
地，也是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三大
河流的主要发源地——黎母山。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历史
文化不仅赋予了黎母山极大的旅游
开发价值，也让黎母山成为生态研学
的绝佳地点。10月2日，海南日报记
者来到了位于琼中黎母山脚下的“学
而山房”，在这处崇尚自然教育的生
态研学基地，叩开自然的课堂大门。

一所藏于自然的学堂

四面青山环抱，门前溪水潺潺，
鸟鸣虫唱不绝于耳，眼前这座粗朴的
房子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学而山
房”。这幢拥有多重“身份”的老房子
不仅是一所具有旅游接待能力的特
色民宿，更是一个将课堂搬进大自然
的生态研学基地。

今年国庆假期里，来自城市的
孩子们成为“学而山房”的主要接待
对象。而记者在造访“学而山房”的
时候，恰巧遇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昆虫课。

“好小的蟑螂！”看见原本藏匿
在松塔间隙里的“虫子”爬了出来，
孩子们发出阵阵惊呼。“这叫做樱桃
蟑螂，爬行速度非常快。”在邓南康
的讲解中，大家辨明了眼前这一昆
虫的身份。

“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大多数城
市的孩子却少有与自然接触的机会。”
毕业于海南大学的邓南康在大学时期
的专业是植物保护，如今他一边在黎
母山做资源调查，一边在闲暇之余担
任起学而山房的生态研学老师。

2017年，到黎母山进行野采的
邓南康第一次来到“学而山房”，就在
准备下车之际，他收获了意想不到的

“见面礼”。“你能想象整个车窗都是
蝴蝶飞舞的画面吗？真的很美。”回
忆起初遇学而山房的场景，邓南康坦
言，这是自己毕业后选择留在这里的
一大原因。

黎母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0%
以上，森林植被分为热带山地雨林、
热带湿润雨林、次生热带雨林、灌丛
和草地五个主要类型。和城市里的
研学基地不同，依托黎母山独特的自
然景观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学而
山房”能够在山林和乡野之间开展

“纯天然”的生态研学。
“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生物多样

性，人和自然之间没有‘隔层’。”邓南
康告诉记者，自己在野外“上课”的过
程中，发现许多城市孩子内心其实充
满对大自然的渴望，在“学而山房”的
生态研学之旅中培养起了对大自然
的兴趣。“很多时候，孩子会主动带着
父母再次回到这里。”邓南康说道。

一座通往自然的桥梁

步入山房，碎石铺就的庭院里长
着几株老树，树上还寄生着各种热带
兰花和蕨类植物，通透的落地玻璃使
得屋内每一处角落都能与屋外的景
观无缝对接。

其实，“学而山房”的主体建筑原

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的海南
黎母山林业公司子弟学校。学校搬
迁后沉寂多年，在“学而山房”负责人
张春丽的手中重新焕发了活力。

“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我最大
的感受是城里孩子对于自然教育的
缺失。”张春丽不仅是“学而山房”的
经营者，还是海口一家培训学校的老
师和负责人。以回归自然为出发点，
她萌生出了一个念头：要为城市孩子
们寻找一个乡野课堂。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春丽打听到
了黎母山这所荒废的学校，在当地管
理部门的帮助下，她把旧房子租赁下
来。以“修旧如旧”理念进行改造后
的房子，保留了原有的乡野气息。

在“学而山房”的民宿里，你看不到
太多现代痕迹，房间的部分墙体甚至保
留着花岗岩的原样。张春丽介绍，客房
内的榻榻米是为了方便容纳更多来此
进行生态研学的孩子。依托黎母山热
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张春丽打造了自
己心目中真正的“自然学堂”。

除了广阔的山林，这里还有多个
展示热带雨林动植物资源和当地特

色民族文化资源的空间，以及手工作
坊等。通过研学之旅，“学而山房”不
仅想让孩子们充分感受自然，而且想
培养他们独立生活能力、开放的思维
和生态保护的理念。

“我希望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向
自然万物学习。”张春丽说道。结合
黎母山的原始雨林环境和独特民族
历史文化，“学而山房”成了人与自然
有机结合的良好空间。

不仅如此，“学而山房”还是不少
大学、企业、行业协会的户外基地，众
多科研团队教育基地在此挂牌。张
春丽想要借助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建设的东风，把这里打造成全国知
名的自然生态和人文艺术研学基地，
同时搭建起科研团队与黎母山分局
交流的桥梁。

“我们通过逐步建立起分局与各
个单位共建的模式，共同促进黎母山
的生态保护工作，把国家公园的公益
性展现给大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黎母山分局副局长方燕
山表示。

（本报黎母山10月2日电）

本报记者探访黎母山生态研学基地

山林之间 学堂之上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筛查79.55万条疑点数据，运用
大数据手段逐条比对分析、排查销号，
查出违规数据上万条、涉及金额超百
万元……今年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年及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以来，
省社保中心党组将社保基金安全风险
作为影响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堵点、难点，组织精干力量开展基金风
险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将风险防控嵌

入业务系统，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守
护好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

基金安全有没有风险？漏洞在
哪？怎么防堵？省社保中心首先从找
准问题表现入手，梳理出十大类45个
小项问题，有针对性地细化排查工作
的核查内容、核查标准，并从疑点数据
筛查着手，在海量数据中找线索，再倒
查到人。

今年6月以来，省社保中心筛查出
79.55万条疑点数据，分批次下发到全

省各经办机构进行核查和校验。除了
传统的档案核查、业务复盘、人工调查
以外，还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将疑
点数据与公安、民政等部门的数据进
行比对分析，把疑点数据逐人逐条编
列排查工作台账，逐条销号。截至8月
30日，确认违规数据10946条，涉及违
规人数781人，涉及违规金额125.34
万元，已追回金额55.91万元。

不仅查外部风险，也同步查内控
风险。今年7月，在公安机关、民政部
门及银行配合下，省社保中心发现我
省某市社保中心有工作人员涉嫌违法
套取冒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某

市社保中心也不遮不掩，立行立改，并
将涉案问题线索移交某市纪委监委和
公安局。

为进一步举一反三、全面排查，7
月29日至8月13日，省社保中心组织
1个巡查调度组和3个检查组，对全省
各市县经办机构进行全面深入检查，
指导督促各市县针对岗位设置、财务
管理、业务经办、风险管控等环节存在
的问题进行整改。

在此基础上，省社保中心将重点
放在建章立制“防未病”上，着力推进
风险防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制定了
涉及内审、风险管控、系统管理和基金

财务管理“一个制度五个办法（试行）”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数据稽核常
态化工作机制，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
构进行内部监督检查，做到全面不留
死角、全过程不留盲点。

省社保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基金风险防控已嵌入业务系统。
该中心开发建设了稽核业务系统，梳
理96条风险管控规则，业务流程或
数据一旦触发规则即预警，通过“机
器管人”，将事后监管变为事前事中
事后全流程管控，进一步筑牢社保基
金安全网。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

省社保中心筛查近80万条疑点数据，查出违规数据上万条、涉及金额超百万元

社保“钱袋子”装上“数据锁”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争当自贸港政法先锋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巡回指导组
召开调研汇报会

提升线索核查质效
推动整顿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良子）我省第二批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巡回指导组近日到省公安厅指导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并召开调研汇报会。

汇报会上，省巡回指导组通报了前期调研指
导情况，充分肯定了我省第二批公安队伍教育整
顿前一阶段工作取得的成绩，要求省公安厅党委
要坚持人民立场，立足公安职能，将“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贯彻始终。要将建章立制贯彻始
终，站在方便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做好各项制度的

“立改废”工作。要进一步提升线索核查的质效，
加强问题线索的收集，汇总建立问题线索台账，及
时全面掌握违纪违法现象，提升案件线索的办结
率和查实率，在重点案件攻坚上实现清仓见底，进
一步推动教育整顿工作走深走实。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把握总体
要求，强化接续推进抓查纠整改，做到边查边治、限
期整治、彻底整治。要进一步坚持效果导向，强化标
本兼治抓建章立制，确保各项制度机制更具科学性、
统一性、互补性、可操作性，更加务实管用。要进一
步聚焦突出问题，强化统筹结合抓成果转化，及时总
结工作经验，以立行立整、真抓真改的思想态度和行
动自觉推动教育整顿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文旅消费活力显现

◀上接A01版
在“光融天下——荆楚文化特展”中，精巧繁缛的
青铜礼乐器、精彩绝伦的玉器、瑰丽奇谲的漆木
器等199件（套）荆州博物馆典藏精品令人称奇。

“不管是常设展览还是临时展览，都非常精彩，充分
展示出南海人文历史、自然生态、文化遗产保护以
及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经贸交往、文化交流，让
我们收获很大！”来自广东的游客陈斌兴致勃勃。

连日来，丰富多彩的新产品也大大激发了市
民游客的文化旅游需求。10月1日，电影公社老
北京胡同区正式面向游客开放，真实还原城隍庙、
四合院、副食店、牛奶站、包子铺等独具市井风情
的老北京建筑，在街头巷尾的摊贩叫卖声中，共同
找寻地道纯正的胡同记忆，体验红墙灰瓦间的京
韵之美。百年记忆开街秀、鼓舞飞扬、戏精大巡
游、街头快闪、民俗杂技等不间断的精彩演艺在各
街区轮番上演，吸引市民游客体验一步一演艺的
沉浸式游玩乐趣。

实现新时代海南学校
体育美育发展目标任务
◀上接A01版
实施海南特色体育项目提升工程，积极发展具有
海南特色的游泳、帆船、帆板、冲浪等运动项目，建
设400所国家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等。

在美育工作方案中，提出实施海南学校传统
艺术项目提升工程，开展地方传统艺术进校园等
特色活动，打造海南民族传统艺术特色项目，围绕
黎族织锦、黎族剪纸、黎族陶艺、苗族刺绣、打柴舞
等具有鲜明海南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建立
美育基础薄弱学校帮扶机制，精心组织教育部美
育浸润行动计划项目，实施“椰苗美育行动计划”，
加大对大中专院校、城区美育示范学校以及民间
艺术社团与农村薄弱学校开展帮扶活动资金和政
策的支持，建立充满活力的“椰苗美育行动计划”
工作机制，扩大优质美育资源覆盖面，促进城乡美
育均衡优质发展等。

该负责人还提到，两个实施方案对组织领导、
经费投入、督导评估均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在
组织领导方面，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本
区域学校体育美育改革发展的总体谋划；在经费
投入方面，要求各级政府要调整优化教育支出结
构，统筹安排财政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支持学校
体育美育工作，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学
校体育、美育发展，吸引社会捐赠，多渠道增加投
入；在督导评估方面，将政策措施落实、学生体质
健康状况、学生艺术素质和支持学校开展体育美
育工作等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评估范围等。

“加快新时代海南学校体育美育发展，是一项
系统复杂工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一如既往地高度
重视，希望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共
同发力，实现新时代海南学校体育美育发展目标任
务。”该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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