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以来

海口警方破获盗抢骗案件210余起

同比上升50%

电诈、盗窃警情
分别同比大幅下降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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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传染性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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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
马珂）春夏季是疾病特别是传染
性疾病的多发季节，流行性感冒
是常见的传染性疾病。5月22日
省疾控中心提醒公众：海南省流
感流行季一般是 11 月至转年 3
月，个别年份持续至7月。流感由
流感病毒引起具有较强传染性的
呼吸道疾病，其中造成人体感染
且季节性流行的主要是甲型、乙
型流感病毒。流感病毒的抗原性
易变，传播迅速，需要注意防范。

省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流感
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季节性流感
的主要传染源，流感的传播途径
以飞沫传播为主，也可通过口腔、

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
触传播。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
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
聚集性疫情。

流感的症状有以下这些：发
病突然，会有高烧、浑身疼痛、乏
力、支气管发炎等症状，但呼吸道
症状较轻。宝宝患上流感后，食
欲下降或没有食欲，有恶心、呕
吐、腹泻等表现，精神状态较差，
没有精力玩耍。

专家提醒，流感不是普通的感
冒。两者虽然听起来或者看起来
都非常相似，但是流感的传染远远
强过普通的感冒，而且还有可能引
发严重的并发症，导致死亡。

流感季个人如何预防流感？省疾控中心提醒——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 防治要点请记牢

关注打击诈骗宣传月

本报讯（记者良子）日前，我省
发生多起“杀猪盘”诈骗案，被骗的
大部分是中年单身女性。“杀猪盘”
是什么诈骗套路？为什么受害人女
性居多？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提醒：“杀猪盘”诈骗可谓“杀人不
见血”，女性容易在感情上受骗，还
有钱财重大损失，社会危害大。广
大女性要加倍小心，谨防“杀猪盘”
诈骗。

海口的王女士通过某交友网站
认识了一名吴姓男网友，一段时间

接触后逐渐发展成网络恋人。一
日，吴某让王女士到指定网站下载

“中银国际”APP，称自己已经掌握
规律可以赚钱。随后，王女士下载
注册APP并充值了1万元。当发现
盈利高且能提现后，在吴某劝说下
她又充值了2万元。然而，当王女士
第二次提现时发现账户被冻结，客
服称银行卡号错误，需要充值余额
的2倍才能解冻。于是王女士便往
账户充值了6万元，但依然无法提
现，共计损失9万元。

据了解，三亚、保亭、万宁、五指
山等市县也有多名妇女遭遇“杀猪
盘”诈骗。

据反诈民警介绍，“杀猪盘”主
要是指通过婚恋平台、社交软件等
方式寻找潜在受害者，通过聊天发
展感情取得信任，然后将受害者引
入博彩、理财等诈骗平台进行充值、
骗取受害者钱财的骗局，还有以各
种借口骗取受害人钱财。“杀猪盘”，
把那些感情寂寞的人叫作“猪”，建
立恋爱关系叫作“养猪”，最后的诈

骗行为叫作“杀猪”。
据悉，“杀猪盘”不同于其他骗局

的“短平快”，骗子陪受害人聊天、倾
诉、培养感情，待受害人充分信任对
方后，再对受害人行骗。

警方提醒：“杀猪盘”从人设包装
到主动关怀，完美人设+温柔体贴很
容易让人产生恋爱幸福的幻觉。网
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对那些没见过
面的人，尤其在涉及金钱往来时一定
要提高警惕，并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
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

本报三亚5月22日电（记者李
梦楠）5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公安局获悉，日前，该局天涯分
局成功打掉一个特大涉电信网络诈
骗洗钱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核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50余
起，涉案金额达2.7亿余元。

据悉，3月18日，事主陈某收到
一封“贝米钱包”资产清退邮件，因此

前陈某曾在该平台进行过投资，并未
多想，随即便按照自称“工作人员”的
要求，通过微信扫码支付资产清退前
的手续费83549元。事后，陈某怀疑
被诈骗，遂于当日到天涯分局报警求
助。接报后，天涯分局合成作战中心
立即展开调查。

经调取相关资料、分析研判，事
主陈某被骗的资金还在洗白过程中，

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分工明
确的涉电诈洗钱团伙所为。经过进
一步的侦查摸排，民警发现该伙嫌疑
人在定安、海口等地疯狂存取涉诈资
金400余万元，一个以蔡某军、朱某
雄为首多达20余人的定安籍特大涉
电诈洗钱团伙浮出水面，且该团伙成
员大部分具有吸毒贩毒前科。

3月28日，经过周密部署，天涯

分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省公安
厅合成作战中心和市局相关部门的
支持下，民警辗转海口、定安、东方、
琼中、乐东等地成功将15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缴获涉案手机21部、银行
卡35张，作案小轿车3辆及其他作案
工具一批。5月13日，该案被省公安
厅列为省督案件。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省反诈中心提醒：

警惕“杀猪盘”诈骗套路

涉案金额2.7亿余元

三亚警方打掉一特大涉电诈洗钱团伙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王
清云 朱乃飞）连日来，万宁市多地通
过举办主题党日活动和党员联系群众
服务机制，组织党员群众对堆放在田
间地头、公路沿线、沟渠河道的废旧地
膜进行督促检查，集中清理，以党员带
头示范作用，呼吁广大群众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农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
增加农作物产量具有重要意义，但农

作物收获后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严重
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以“谁使用，谁回
收”为原则，万城镇加大宣传力度，引
导全镇种植户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

5月22日，万城镇东方社区组织
党员干部深入到东山区田间地头与农
户开展废旧农膜集中整治活动。党员
干部与农户积极捡拾遗落在田间地头
的废旧农膜，并向群众宣传废旧农膜

遗留在地里的危害性。
据介绍，东方社区在活动中了解到

租赁东山区一田地种植草莓的承包户
前几月已回北方老家，基地内的农膜无
人回收，便主动联系该地农户，在社区
干部、小组长的配合下，把该基地的废
旧农膜回收好。“为了提高广大农户的
环保意识，东方社区利用党员联系群众
机制，及时向农户宣传废旧农膜回收知
识。”东方社区相关负责人说道。

5月21日上午，在万宁市山根镇乐
排洋，近30名党员积极捡拾清理耕地
内、沟渠边、田埂上等废旧地膜和秸秆，
并分批拉运至定点集中，组织企业进行
回收利用。“农业残膜在地里烂不了，不
及时清理，会对环境、水、土壤进行污
染，即使种下农作物也没法长出根。”万
宁市山根镇扶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黄光平一边捡拾农田残膜，一边向
群众介绍清理农业残膜的意义。

记者了解到，近日，万宁礼纪镇
群坡村党支部和海南派成铝业公司
党支部开展“村企联动”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党员到群坡村争来洋清理
农田里的废弃秸秆、残余农膜等农
田垃圾，集中收集、统一清运农田垃
圾；东澳镇通过党员联系群众服务
机制，由党员干部带头，企业员工参
与、农户捡拾、公益性岗位人员清理
和网点集中拉运。

万宁多地组织开展废旧农膜集中整治活动，保护田间地头生态环境

回收废旧地膜 为农田“清肺通络”

海南第44期小客车摇号将于26日举行

个人指标9600个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海南省第44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将于
5月26日15时举行。本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
申请受理已按规定时间节点截止。本期个人中签
率86.06%，总中签率86.54%。

经统计，本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人
摇号有效编码11155个，单位摇号有效编码400
个。本期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9600个，
单位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400个；个人及单位有
效新能源申请编码，即申请即配置新能源小客车
增量指标。

海南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应急拉动演练

厉兵秣马护平安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崔颖）连日来，海

南各级消防救援队伍针对作战指挥力量体系，持
续开展各类应急拉动演练，全面提升队伍综合应
急救援能力。

洋浦支队组织开展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
演练假设辖区内发生7级地震，造成“道路、电力、
通信”三断极端情况，部分建筑倒塌损毁严重，大
量人员被埋压。支队紧急启动地震救援应急处置
预案，迅速集结120余人、26台救援车辆、5160件
套装备器材，模块化编组、立体化投送，第一时间
集结至现场，投入救援。参演队伍连续14小时奋
战完成救援任务。

琼海支队对各级通信力量体系开展通信拉动
演练。各站根据支队通信保障力量命令，使用4G
单兵、布控球、无人机等设备上传现场态势图像，
支队通信保障力量架设现场指挥部、展开轻型卫
星便携站；三亚支队重点组织基层队站针对辖区
高层建筑的消防控制室、室内消火栓系统等运行
情况，以及消防车通道、登高作业面、重要附属建
筑和场所基本情况进行熟悉测试，强化队伍对建
筑消防设施的实战应用能力。

4月以来海口电诈盗窃
警情同比大幅下降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陈烽
张天坤）“卖到外地的被盗手机还能帮
我找回来，太感谢人民警察了。”近日，
海口市民黄女士将一面写有“雷霆出
击破案神速，感谢人民好警察”的锦旗
送到海口市公安局海秀派出所，向帮
其找回被盗手机的警方表示感谢。

被盗手机、丢失电动车……一件
件关联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安全感的
小案，近日被海口市公安局的民警一
个个快速破获。5月22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仅今年4
月以来，海口警方破获盗抢骗案件
210余起，同比上升50%，电诈、盗窃
警情分别同比大幅下降57%、55%。

据介绍，海口警方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把民生问题抓在手里，放在心上，坚
持“小案不小看、小案当成大案办、小案
更要快破”的理念，在快侦快破命案等
重大案件的同时，全力夯实基层基础，
推进机构改革，盘活警务资源，开展大
练兵，提升实战能力，把更多的警力、资
源、注意力放到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
生小案的侦破上，实现快速破案。

新海南客户端推出双语创意海报

神奇动物在海南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春媚）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海南国际传
播中心联合推出双语海报《神奇动物在海南》，盘
点海口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鸟类名
录中的鹬科。该
组海报以小动物
自我介绍的形式，
结合动物自身特
色撰写具有特色文
案，趣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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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东方：

“无人机+生物药剂”
助力清理水浮莲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通讯
员符啟慧）近日，在位于东方市八所镇老福根沟新
安家园小区段，东方市水务局等部门组织多名工
作人员出动勾机、作业船和清运车，对河道里的水
浮莲进行集中打捞清理。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除了用机械和人
工清理水浮莲外，东方还创新水浮莲清理手段，在不
产生二次污染的前提下，采用“无人机+生物药剂”
的方式对水浮莲进行清理，提高清除水浮莲防治效
率。“通过喷洒生物药剂后，水浮莲2天内开始死
亡。我们做过检测，施药后对水质没有影响。”海南
和泽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绩英说。

据了解，老福根沟水浮莲清理项目是东方重
点集中整治水浮莲项目之一。东方市水务局副局
长邢明弟说，力争在7月30日前完成东方全市河
域20万平方米的水浮莲全面清理。

流感防控，学校怎么做？

做好晨检午检工作，发现发热、流鼻涕、咳嗽等
流感样症状的学生，应及时通知家长，不应入校上
学。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可能会引发病毒性心肌
炎，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务必让学生居家休息。待
学生体温恢复正常、其他流感样症状消失后48小
时方可复课。学校要合理安排好因病缺课学生的
补课、补考等工作，消除学生和家长的顾虑。

做好清洁消毒工作，学校应每日使用湿式拖
把拖地，经常对教室门把手、桌椅表面等进行清洁
消毒。定期对空调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
洗。如果教室有发病学生逗留过，使用含氯消毒
液（如84消毒液）擦拭病人桌椅，抹布用流水冲
洗，洗净后用消毒液浸泡30分钟即可重新使用。

接种疫苗，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
措施，建议学校老师和学生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如何预防流感？

出现流感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需要
佩戴好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减少与
周围人近距离接触，如确需外出时，应佩戴口罩。打喷嚏或咳
嗽时应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鼻，减少疾病传播。

出现流感症状后注意自我隔离保护、开窗通风，咳嗽、打喷
嚏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并经常用肥皂水及洗手液洗手。

最有效的预防方式是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
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勤洗手是预防流感传播最简单、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外出回家后、接触公共物品后、打喷嚏、擤鼻涕后、触摸口
腔、鼻、眼睛前后、饭前便后等都应该及时洗手。

最直接的预防是避免接触有流感样症状的人，流感患
者是最主要的传染源，家里有人感染流感，建议尽可能隔
离，尤其减少与孩子、老人接触。在流感爆发的季节，尽量
不要去人多密集的区域，非得去时，最好佩戴医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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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晚，海南
省歌剧院广场，孩子们在
灯光下尽情享受吹泡泡
的乐趣。

城市公共广场是市
民的主要休闲活动场所，
也是展现城市形象的重
要窗口。近年来，随着文
明城市创建的开展深入，
海口不断加强环境卫生
和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广
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面
貌有了很大的改善，营造
了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文化广场点亮
市民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