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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2月13日电 （记者张博群 李
昂）记者在葫芦岛市13日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中获悉，葫芦岛对入葫、离葫通道进行全面管
控。葫芦岛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12日
午夜发布通告，全体市民尽量不出市，特殊情况确
需出市的，须向社区（村）和工作单位报备，并持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出市。

记者了解到，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公
安、卫健等部门对全市14个高速公路收费站、6
个火车站，在原有出口管控点基础上，增加入口
管控点；截至2月12日24时，葫芦岛全市共设置
管控点36个。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董万
忠说，葫芦岛强化交通运输管控。目前绥中县公
交车、线路班车、出租车全部停运；葫芦岛全市
已暂停发往绥中县的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暂停
市际客运班线；部分县（市）暂停县际班车；出市
旅游包车驾驶员和乘客须全部持有24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通告说，全体市民尽量居家不外出，确需外出
的尽量不乘坐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倡
导自驾、骑自行车、步行等出行方式；全市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弹性工作制，尽量采取网络
等形式居家办公；各类企业根据情况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通告说，麻将馆、棋牌室、影剧院、歌厅、网吧、
洗浴和培训机构等行业暂停营业；市民尽量不要
聚餐，严控各类聚集性活动，红事缓办、丧事简办；
停办各类宴会、大型会议活动和正月十五灯节。

2月12日0时至24时，葫芦岛市新增11例本
土确诊病例，其中，绥中县10例，兴城市1例。2月
8日至12日24时，累计确诊43例。截至12日24
时，全市累计追踪到密接者879人、次密接者617
人，密接和次密接者均已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辽宁葫芦岛：对入葫、离葫通道进行全面管控

全体市民尽量不出市
居家不外出

2月11日，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风
华里小区，居民在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新华社发

聚焦疫情防控

云南省麻栗坡县：

发现2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
新华社昆明2月13日电（记者浦超）云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2月13日通报，2月12日0时至
24时，云南省麻栗坡县发现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
诊病例和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据通报，此次发现的2例本土确诊病例是麻
栗坡县在主动核酸检测人员和集中隔离点密切接
触者中发现。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是麻栗坡县
在集中隔离点密切接触者中发现。

北京市教委强调：

接种疫苗要遵循自愿原则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赵琬微）近日

有网民反映北京市部分学校提出“未接种疫苗的
孩子每48小时提交一次核酸检测证明”等变相强
制学生接种疫苗等情况。北京市教委13日发表
情况说明强调，接种疫苗工作要按照知情、同意、
自愿的基本原则进行。

北京市教委表示，疫苗接种工作始终坚持科
学严谨、安全规范，在疾控部门的指导和建议下
平稳有序推进，将孩子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相关工作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基
本原则进行。北京市教委反对强制接种疫苗或
将接种疫苗作为孩子参加学校和幼儿园正常教
育教学活动的前提条件，包括不允许提出“未接
种疫苗的孩子不能入校上学”“未接种疫苗的孩
子每48小时提交一次核酸检测证明，否则不能
入校”等要求。

相关情况说明表示，希望通过家庭、学校、全
社会关心理解和携手努力，构建起全社会的免疫
屏障，确保孩子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华社济南2月13日电 全国春
季农业生产暨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
工作会议2月13日在山东省德州市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
指出：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对于确保
全年粮食丰收至关重要。各地区各
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扎实抓好春季农业
生产，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当前冬小麦苗情偏
弱，促弱转壮任务繁重，要因地因苗
抓好春季田管，做好病虫害防控和
极端天气应对防范，力争夏粮再获
丰收。要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力度，
保障农资生产供应、稳定农资价格，
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保证春耕备播
顺利开展。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统筹肉蛋菜等“菜篮子”产品生产，
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全年
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确保粮食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
总理批示要求，切实强化稳产增产
措施，逐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抓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为
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
支撑。

胡春华指出，确保农业稳产增

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
生产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的大事要
事。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完成今年农业稳产增
产各项目标任务，着力稳定粮食播
种面积，切实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
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突出
加强田间管理，全面做好农业防灾
减灾。要加强耕地保护建设，把耕
地保护任务落实到具体地块和责任
人，加快耕地建设改造提高地均产
出，用高质量新建耕地保障实现占

补平衡。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深
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扎实推进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健全符
合农业特点的科研体系。要积极发
展现代化设施种养，因地制宜发展
设施蔬菜和设施畜禽养殖，切实稳
定水产养殖面积、拓展养殖空间，提
高重要副食品供给水平。要大力推
进农业机械化，加强耕地整备建设
和宜机化改造，加快先进适用农机
装备研发，创新适应农机作业的品
种和技术模式。

李克强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暨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力度 因地因苗抓好春季田管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一纸信用报告，关系着每个人和企业的
金融生活，一旦出现不良记录就可能产生房
贷等贷款通不过、个人或企业信誉受损等负
面影响。因此，部分信息主体急于消除不良
征信记录，一些不法分子趁机以“征信修复、
洗白、铲单”“异议投诉咨询、代理”为名招揽
生意，收取高额服务费。

花钱就能“洗白”不良征信记录？业内人
士表示，征信领域不存在“征信修复”的说法，
所有声称合法的、商业的、收费的“征信修复”
都是骗局。不仅涉嫌触犯法律，更破坏了社
会信用体系。

湖北天门的张先生因个
人疏忽发生贷款逾期，找银
行咨询、沟通，寻求删除不良
记录未果后，心有不甘的他
在网上找到一家“征信修复”
机构，并将1万元定金和以自
己实名办理的一张手机电话
卡交给这家机构，约定事成
后再付2万元。

随后，这家机构以张先
生的名义发起信访投诉。中
国人民银行天门支行接到投
诉后请张先生现场核实，才
了解到真相。“我们跟他说，
这样做不仅花冤枉钱，还会
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如这家
机构用他的手机卡进行电信
诈骗、洗钱、冒名网贷等，还
可能会被牵连。知道自己受
骗后，张先生撤销了投诉。”
中国人民银行天门支行征信
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
网搜索发现，有关“征信修
复”的骗局比比皆是：不法
分子声称花钱就能修复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信用报告，
有的收取高额费用后失联，
有的教唆个人用“非恶意逾
期”理由无理申诉，或运用
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以图
修改不良信息，通常修改失
败后不退款或失联。所谓

“征信修复”机构的业务大
多是材料造假、伪造证明、
恶意投诉、欺骗银行。

武汉市反电诈中心、中
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

近日联合揭露了5
种常见的“征信修
复”骗局。除了直
接针对普通失信
主体的诈骗外，还
有针对创业、就业
人群失信群体的

“信用培训考证”诈
骗，针对创业人群的

“征信加盟代理”诈骗，
针对网购网贷群体、冒充客
服人员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的“账户异常”诈骗和“注销
贷款”诈骗。

业内人士表示，此外，还
有两种骗局也比较常见：一
是声称可以快速放贷，当事
人上钩后，又以征信记录差
为由，要求当事人支付“征信
修复”费；二是声称只要支付
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帮助当
事人消除网贷借款记录，本
息都不用归还，且不会被催
收或起诉。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
行征信管理处副处长唐德
鑫说，个人、企业有信用卡
或贷款逾期，未履行担保责
任，失信被执行等情形，就
会产生不良征信记录。正
确无误的不良征信记录是
不会删除或更改的。“征信
修复”骗局的实质是不法分
子利用信息主体对征信政
策法规不了解，故意混淆征
信异议的概念进行误导，以
欺骗的手段达到其非法牟
利的目的。

“征信修复”骗局花样多多骗财坑人

新华社天津2月13日电（记者
周润健）2月15日，将迎来壬寅虎年
的元宵节。令人惊讶的是，虎年的
元宵月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
圆”，而是“十七圆”，最圆时刻出现
在2月17日0时56分。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科普专家林愿介绍，每逢农历初
一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被
阳光照亮的半球背着地球，我们看
不到月亮，叫做“新月”，也叫“朔”；
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月球上亮的一
面全部对着地球，我们可以看到圆
圆的月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从“朔”到“朔”，或从“望”到“望”的
时间间隔长度称为一个“朔望月”，
平均为29.53059天。

同是农历初一，“朔”可能发生
在凌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能发
生在晚上，而且每个“朔望月”本身
也有长有短。这样，月亮最圆时刻
的“望”最早可发生在农历十四的晚
上，最迟可出现在农历十七的早
上。但由于“朔”一定在农历的每月
初一，“朔”之后平均起来要再经过
14天 18小时22分才是“望”，所以
月亮最圆时刻的“望”以出现在农历
十五、十六这两天居多。

统计发现，“满月”出现次数最
多的是农历十六，其次是农历十
五，再次是农历十七，最少的是农
历十四。

“像今年元宵节这样‘十五的月
亮十七圆’是比较少见的，上一次出

现还是在2013年2月26日（正月十
七），下一次将在 2029 年 3 月 1 日
（正月十七）再现。但不管是何时
圆，人们用肉眼观赏到的月亮基本
无差别，都是一样的花好月圆，丝毫
不会影响人们在元宵节当晚赏月抒
怀。”林愿说。

元宵节当晚何时赏月最佳？日
落后两小时是赏月的好时机。“一是
此时的月亮看起来感觉特别大；二
是月亮呈现漂亮的银白色，赏心悦
目；三是月亮的地平高度较低，适合
拍摄‘连月带地景’的美照。”林愿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夜时分月亮
运行到正南方天空。这时月亮的地
平高度达到整夜最高，万籁俱寂，

“皓月顶空照”也别有一番味道。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虎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多位银行和监管部门人士建议，相关
部门应加强协作，严格管控清理网络上的
各类“征信修复”虚假宣传广告，加大对不
法分子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堵住“旁门”的同时，金融机构和征
信机构要普及相关知识，让公众知晓合
法的维权渠道和方式，了解“征信修复”
骗局，避免上当受骗。

“第一位的是自己保护自己。”多位
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首
先应合理负债，量入为出，要严格遵守贷
款管理的相关规定，按照借款合同约定
的还款时间和金额及时还款。尤其要注
意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网银、手机银
行等敏感信息，以防发生莫名贷款。

如果信用报告上已有客观、真实的

不良信息记录，就要及时重建自己的信
用。“出现不良信息后应及时还款，终止
不良行为，后续注意按时还款、避免逾
期，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唐德鑫说，
有特殊情况造成不良，可申请对不良信
息做出声明，在保存期内，征信机构会
予以记载。
（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 记者王贤）

其实，如果个人认为本人信用报告
上的信息有误时，有权向征信机构提出
异议。征信机构或银行需进行核查和
处理，有错误的，会及时更正。

“当联络员半年多来接到了6起征
信异议咨询，其中两起确因个人疏漏忘
了还款、且逾期时间不长，我让客户做
了说明，上报征信机构予以记载；其他
明显不良的进行解释后客户也能理
解。”中国建设银行崇阳财富广场支行
征信异议联络员熊峥说。

唐德鑫说，提出征信异议所需的资

料也不复杂，个人持有效身份证件、企
业法人自己或委托他人持营业执照即
可办理。“提出征信异议完全不需要通
过中介，更不存在收费。”他说。

《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信息主体
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
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
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
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收到征信异议后，
要对异议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确实存在
错误或遗漏的，应当予以更正。

唐德鑫表示，征信异议实质是“纠

错”，即对于错误或遗漏的数据进行更
正或补充，而不是发生“失信行为”之后
的信用重塑。无论是征信机构还是商
业银行等信息提供者，都不能修改、删
除信用报告上正确的征信信息。

记者了解到，只有征信信息的报送
机构才有修改权限。目前，金融机构有
严格的系统流程和管理要求，监控征信
查询行为，防范内外勾结违规删改征信
信息。如果有些人抱着“花钱消灾”的
想法，希望花钱消除不良记录，最终往
往落入不法分子的圈套。

征信异议处置有渠道无需中介

堵“旁门”开“正门”共护诚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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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罕见！
深圳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为入境旅客隔离酒店工作人员

据新华社深圳2月13日电（记者王丰）深圳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3日通报，当日，深圳在光明
区新湖街道入境旅客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例行核酸
检测中，发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该病例基本情况为：男，40岁，入境旅客隔离
酒店工作人员，1月30日以来处于闭环管理状
态，1月30日至2月11日核酸检测均为阴性，2月
13日在例行核酸检测中初筛阳性，经深圳市疾控
中心复核亦为阳性，目前已转送至深圳市第三人
民医院应急院区隔离治疗，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普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