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类电信网络诈骗高发
这些套路要当心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谭操）近日，公安部公布五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5月19日，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民警就五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深入解析。

刷单返利类诈骗

骗子通过网页、招聘平台等发布兼职信息，
招募人员进行网络兼职刷单，承诺在交易后立
即返还购物费用并额外提成，并以“零投入、日
清日结”等方式诱骗受害人。

反诈民警提醒：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千万不
要被蝇头小利迷惑，不要交纳任何保证金和押
金。

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

骗子通过网络社交工具、短信等发布推广
股票、外汇等投资理财的信息，以有内幕消息、
回报丰厚等谎言诱导受害人在其提供的虚假网
站、APP上投资。

反诈民警提醒：切勿盲目相信所谓的“炒股
专家”和“投资导师”。

虚假网络贷款类诈骗

骗子会以“无抵押、无担保、秒到账、不查征
信”等幌子，吸引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APP或
登录虚假贷款网站。以“手续费、保证金、解冻
费”等名义让受害人交纳各种费用。

反诈民警提醒：任何网络贷款，凡是在放款
之前先收款的都是诈骗。

冒充客服诈骗

骗子冒充购物网站客服工作人员为受害人
进行退款赔偿。诱导受害人在虚假的退款理赔
网页填入自己的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等信
息，从而将受害人银行卡内的钱款转走。

反诈民警提醒：正规网络商家退货退款无
须事前支付费用，请登录官方购物网站办理退
货退款，切勿轻信他人提供的网址、链接。

冒充公检法诈骗

骗子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给受害人打电
话，编造当事人涉嫌洗钱、拐卖儿童犯罪等理
由，同步发送伪造的公检法官网、通缉令、财产
冻结书等，对当事人进行威逼、恐吓，要求当事
人将名下账户所有钱款转账至所谓的“安全账
户”，从而达到诈骗目的。

反诈民警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
电话、QQ、传真等形式办案，也没有所谓的“安
全账户”，更不会让当事人远程转账汇款。

关注打击诈骗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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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的农产品交易场所，为何无
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记者走访了相
关部门和企业。

“我们希望能把产权收回，归镇
里管理，更好发挥这个交易市场的作
用。”林红果表示，番阳镇政府希望能
够盘活五指山农产品交易中心，为此
也多次向上级争取，但由于该交易中
心为五指山市商务部门招商建设，镇
政府无法解决该交易中心闲置的问
题。

对此，五指山市商务部门相关工
作人员吴日映表示，该交易中心是
2012年他们对外招商建设的，获得
了财政资金的补贴。由于企业经营

不善，交易中心闲置至今，这也令该
部门十分头疼，但是政府回购又需要
一大笔资金，目前市里并无相关安
排。

“交易中心当时并没有按照设计
建设好，目前只是半成品，要更好使
用还要投资建好配套。”五指山农产
品交易中心的业主为海南晨翔农业
开发公司，对于闲置的问题，该公司
负责人毕平生表示，目前该交易中心
的建设进度只完成了70%至80%，检
验所、停车场等都未建设。“由于合作
伙伴受疫情影响，经营出现困难，所
以一直没能再投资建设。”毕平生说。

对于番阳镇孔首农副产品交易

中心被用作舞厅的情况，番阳镇政
府、孔首村委会和舞厅经营者均对记
者表示，该舞厅是晚上经营，而瓜菜
收购多在白天进行。“出租给人经营
舞厅，能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如
果现在有豇豆收购商要过来租用场
地，我们也很欢迎。”孔首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胡敬荣说。

对于乐东蜜瓜临时交易市场在
建成不久后就被拆的问题，记者从佛
罗镇政府了解到，乐东蜜瓜临时交易
市场租用的是林业用地，建设之前该
镇也与相关部门进行过协调，但是建
成后被列入违法用地图斑，只能拆
除。目前，佛罗镇打算另建一家交易

市场，并已有初步选址，计划在下个
蜜瓜收购季到来前建成启用。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对于加快
建设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建议，虽
然镇政府和农户的呼声较高，但是不
少瓜菜收购商却持谨慎态度。“有些
地方的交易市场建好之后租金太贵，
我们不敢进；有的拿摊位要找关系，
经常拿不到摊位。”番阳镇的部分瓜
菜收购商建议，政府支持建设交易市
场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的好事，但是
建成投入使用后要坚持体现公益属
性，加强运营管理，才能真正起到降
低交易成本、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本报五指山5月19日电）

交易市场或闲置或被挪作他用，我省部分市县瓜菜购销成“路边买卖”

“长草”的农产品交易市场

本报三亚5月19日电（记者李艳
玫）近日，《三亚市海鲜餐饮行业监督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三亚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6月
1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 6月
16日。

《办法》对海鲜餐饮行业经营者经
营行为、各部门职责、法律责任等进行

了规范，建立健全海鲜餐饮经营规范
体系，引导和促进海鲜餐饮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

《办法》鼓励海鲜餐饮经营者安装
使用价格电子显示屏、物联网溯源电
子秤、视频监控系统等设备，并确保设
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视频监控覆

盖收银台、海鲜池、海鲜称重处、厨房
等重点点位，视频数据保存期限不少
于30日。

同时，海鲜餐饮经营者应当落实
螃蟹裸称，使用四面镂空滤水的诚信
筐称重海鲜，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包装制品；应当诚信守法经营，
对其销售的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负直

接责任；应当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设立提示牌，对其销售海鲜的品种、价
格及季节性特征进行介绍并作出消费
提示；鼓励海鲜餐饮经营者加入海鲜
餐饮协会并签订自律公约，诚信经营，
提高服务质量，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
监管和社会监督。

《办法》指出，海鲜餐饮经营者应

当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使用经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价格标
识牌，对销售的海鲜品进行明码标价，
做到“一物一图案，一标签、一标价”，
海鲜名称及其标识图案统一、规范，与
实物一致。在店堂醒目位置公示海鲜
品政府调控价格、海鲜品加工收费标
准，并严格执行。

三亚海鲜餐饮行业出新规

监控视频至少保存30天 必须使用诚信筐称重

灯笼椒

■ 张永生

一边是大量的瓜菜购销在路边
交易，存在交易难、卫生差、安全隐患
多等问题；一边是由财政资金补贴建
好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或闲置不用，或
被挪作他用，或刚建成不久即被拆
除。一些瓜菜产销大镇存在的这一
现象，值得相关方面深思。

瓜菜特别是热带瓜菜是我省农
业的一大品牌，也是助力农民增收、
振兴乡村的重要产业。因地制宜，建
设适当数量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不仅
可以为瓜菜集中购销提供场所，为企
业、农户交易带来便利，也有利于降
低购销成本，提升农产品价格竞争
力。显而易见的是，交易市场闲置与

“马路市场”拥挤并存，不可避免地推

高农产品交易成本，造成资金、土地
等资源的严重浪费。

农产品交易市场，建好更要用
好。如果说建好交易市场需要统筹
规划、科学选址、合理配套，避免各种

“先天不足”；那么，用好交易市场，发
挥交易市场应有作用，则需要在保证
其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想方设法降低
管理运营成本、场地租金。只有这

样，才能吸引更多企业和农户进入交
易市场进行交易，不断提升交易市场
的“磁吸力”，扩大交易市场的集散功
能，促进海南农产品快速、高效流通，
销售到更远的地方。

闲置资源就是浪费。盘活用好
资源，既检验责任担当，也考验管
理智慧。大量的事例表明，缺乏责
任担当，往往就会看不到问题，或

者对问题视而不见；缺乏管理智
慧，面对问题时难免会束手无策，
甚至容忍问题一直存在。期待相
关方面正视农产品交易市场闲置
问题，认真剖析问题成因，拿出专
业性措施，及时加以解决。贴着骨
头下刀，向根本处用力，从关键处
突破，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企业和
农户才能从中得实惠。

交易市场，建好更要用好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热线 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

滞留外地考生24日前
须返回高考报名所在地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
者高春燕）5月18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海南
省2022年普通高考滞留外省（区、市）考生的防
疫公告》指出，滞留外地考生5月24日前（高考
14天前）须返回高考报名所在地。

根据要求，仍滞留高考报名所在地以外地
区的考生须主动向高考报名所在学校（单报生
向所在市县招办）报备。考生和家长应保持手
机号码畅通，主动如实报告相关情况，了解属地
疫情防控要求，确认返回安排等事宜，配合做好
相关工作。考生在外期间须减少不必要的聚集
和跨区流动，做好每日体温测量、记录，监测健
康状况，并通过支付宝、微信等APP在海南健
康码内每日打卡。在严格遵守滞留地防疫要求
的前提下，5月24日前（高考14天前）须返回高
考报名所在地，返回前和途中按要求做好个人
防护。

省外返琼考生须严格按照海南省卫健委官
网最新发布的隔离管控措施，完成管控。

盘踞在农贸市场周边
销售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海口一经销点被查处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余小艳）5月
17日，海口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在对桂
林洋辖区的农贸市场禁塑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时，顺藤摸瓜，打掉一个盘踞在市场周边销售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经销点，查扣1800多个一次
性塑料袋。

当天，执法人员邀请禁塑专家，携带塑料执
法快速检测仪，对市场内的摊位、摊床及周边各
类店铺，进行全面检查。经现场检查和快速检
测，执法人员发现市场内有8个摊位使用含有
不可降解材料成分的一次性塑料袋。执法人员
现场扣押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两种规格
500多个。

随后，执法人员根据市场内排查出的线索，
顺藤摸瓜，在市场外150多米处，发现一个销售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经销点。经现场检查和检
测，其库存和正在销售3种规格、1800多个一
次性塑料袋，属于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含
有不可降解成分。该经销点涉嫌违反《海南经
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
执法人员对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予以查扣，案件
移交分局立案处理。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陈彬

瓜菜不知拉到哪里
卖，农民只能“守株待
兔”，难以卖上好价钱；
商贩无固定经营场所，
只能“打游击”，难以保
障收购量……5月中旬，
五 指 山 市 番 阳 镇 的
2500 多亩豇豆陆续进
入收获期，开始大量上
市，但当地群众近日向
海南日报记者反映，他
们种植的豇豆等农产品
大多通过“马路市场”交
易，不仅给买卖双方造
成交易上的困难，还带
来了阻碍交通、影响卫
生、监管困难等问题。
类似情况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佛罗镇等我省部分
瓜菜产销大镇均存在。

针对这些现象，近
期，海南日报记者走访
调查发现，这些城镇均
设有由政府补贴建好的
农产品交易市场，但有
的闲置不用，有的被挪
作他用，有的刚建成投
用就被拆，未能起到应
有的作用。

“我们摘完豇豆后就拉到路边，
等小商贩过来收购，卖不上好价钱，
要是附近有大的收购点就好了，哪怕
远一些，我们也愿意拉过去卖。”番阳
镇孔首村抱除村民小组村民陈定朝
今年种植了3亩豇豆，他告诉记者，
目前村民销售豇豆的渠道都是卖给
路边小商贩，价格相对较低。

发愁的不仅仅是农民，商贩收购
也比较麻烦。记者在番阳镇看到，收
购豇豆的小商贩，从早上10点左右
就驾驶着皮卡车，在村里田间兜转，
找货看货拿货，一天下来一辆车也只

能收2000多斤。
而那些一天需要采购上万斤豇

豆的收购商，由于没有大型集中交易
场所，难以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到足够
的豇豆，只能从其他小商贩手中采
购，导致收购成本上涨。

“今天我要拿15000斤的豇豆，
但是还缺将近一半。”5月17日，收购
商王爱花告诉记者，如果从其他商贩
手中拿货，每斤的价格会贵上几毛
钱。

散乱粗放的交易方式，不仅增加
了农产品交易的难度和成本，也给当

地带来了一些管理难题。记者发现，
不少小商贩的皮卡车聚集在G540
国道两侧，阻碍了路上车辆的正常行
驶，存在交通隐患；路边地面上，也散
落着不少坏掉的豇豆。

与小商贩收购完直接放在货斗
内不同，大的收购商会把大卡车停在
路边，在人行道上搭棚，对收购的豇
豆进行称重、分拣、打冰和包装，不仅
占用了公共空间，产生的垃圾和横流
的冰水也影响了城镇的卫生环境。

“现在设点收豇豆的只有3个收
购商，每天的收购量不到10万斤，而

在一季度的青瓜收购季，有20多个
收购点，一天交易上百万斤。”番阳镇
副镇长林红果表示，大量农产品不能
集中规范交易，给该镇的交通、卫生
带来不利影响，也增加了农产品质量
监管的难度。

与番阳镇的情况一样，作为蜜瓜
重要产区的乐东佛罗镇，蜜瓜等农产
品也大多通过路边散乱交易，存在包
装难、装卸难、运输难和仓储难等问
题，极易造成交通堵塞甚至引发交通
事故，成为制约当地农业规范发展的
一大痛点。

记者在五指山番阳镇和乐东佛
罗镇走访时发现，当地并非没有农
产品交易市场，有的闲置不用，有的
挪作他用，有的刚建成投入使用就
被拆，未能起到应有作用。

在番阳镇，记者发现一个名
为“五指山农产品交易中心”的市
场，但门口的“五指山农产品交易
中心”10个大字已被野草遮挡，大
门上爬满藤蔓。该交易中心闲置
已久，大多区域野草丛生，铁棚下
摆放的一些果蔬收购器械布满灰

尘，部分建筑被用于经营钢筋加
工等。

5月17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
交易中心新引入一家豇豆收购商。
该收购商介绍，目前这个交易中心归
私人老板所有，只允许他一家进来收
购。由于场地内存放了大量闲置器
械，加上冷库也未能使用，该豇豆收
购点也只是借用交易中心的部分场
地，并未享受到交易中心应有的配套
服务。

在G540国道边上，还有一个名

为“番阳镇孔首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的市场。然而，走进去却发现，此处
已变成一个舞厅，内部摆放了大量桌
椅，棚顶上安装了数十盏舞台灯，还
设有一个小舞台，地面被抬高建成了
舞池。而该交易中心的冷库、库房也
被舞厅经营者使用。

在佛罗镇的G225国道沿线区
域，也有一个“乐东蜜瓜临时交易市
场”。据当地媒体报道称，该交易
市场于今年2月13日建成启用，占
地20亩，报道中，该市场负责人表

示，乐东蜜瓜临时交易市场的建
成，将彻底改变佛罗地区蜜瓜马路
交易的无序现象。不过记者近日
在走访中发现，虽然该交易市场的
大型招牌还立在国道边上，但是交
易市场的大门已被一排土堆堵住，
无法通行，交易市场内是一片空
地，之前媒体报道时建成的多个铁
棚均已不见踪迹。

记者了解到，目前，五指山和乐
东两地均无可以满足当地农产品交
易所需的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

现象 农产品路边散乱交易问题多

原因 建有瓜菜交易市场却未起作用

建议 加快建设的同时加强运营管理

5月15日，处于闲置状态的五指山农产品交易中心。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肖开刚 摄

交易市场“长草”

马路市场“嚣张”
马路市场“”

5月17日，在番阳镇G540国道沿线区域，菜农和采购商交易豇豆。

5月17日，收购商在番阳镇镇墟的人行道上搭起工棚处理豇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