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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来势凶猛，严重危害群
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
出犯罪问题。对此，我市织密
平安“防护网”，帮助群众捂紧

“钱袋子”。2020 年以来，我市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工作部
署，在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坚持打防结合、协同联
动、合成作战，不断强化专业力
量、工作机制和素质能力建设，
全力推进打击治理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

截至 2020 年 9 月，共刑拘
电诈类犯罪嫌疑人241人，同比
上升183.53%；破案391起，同比
上升 6.54%；全力打击上下游关
联犯罪和黑灰产，刑拘贩卖对
公账户、银行卡和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嫌疑人88人，缴获“八件套”6
套、涉案银行卡 400 多张、络漫
宝 22 台、物联网卡 1 万余张；联
合移动、联通以及电信三家通
讯运营商关停可疑手机号码
2346个。

坚持以防为先
今年以来，在推进开展“你

我同心、反诈同行”为主题的集
中宣传活动的同时，着力在借力
宣传、精准宣传、创新宣传、全民
宣传、常态宣传上下功夫。每月
通过三大通讯运营商、公安双微
发布预警防范信息；通过电视插
播宣传提示，商业及交警路口电
子屏、出租车顶灯、安广网络游
走字幕等形式开展高发类案宣
传；通过发布致机关事业单位、
公司企业负责人和财务人员一
封信及致学生家长一封信、警企
防诈微信群开展精准宣传；通过
建立公安三级网格员宣传防范
机制、警务通手机彩铃、电子广
告箱、广告墙体、抖音动漫等形
式创新宣传；通过建立两通报制
度，推动派出所及成员单位进社
区、进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建立防范预警发布机制。

市反电诈中心坚持 7×24
小时值班值守，劝阻拦截预警诈
骗电话11354条，拦截成功率达
99.97%。依托部省两级平台，快
速处置警情 1927 起，共冻结银
行卡 1144 张，冻结资金 3435.72
万元，共止付银行卡5087张，止
付金额 1.06 亿元。同时按省反

诈中心部署，通过资金返还机
制，线上已返还80余万元，最大
限度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坚持源头治理
市反电诈中心分别会同市场

监督管理局、人行淮北市中心支
行、三大通讯运营商、部分商业银
行代表多次召开打击整治黑灰产
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充分发挥事
前事中监管职能，筑牢源头治理防
线。截至9月份，已核查涉案对公
账户企业法人名下公司217家，并
上报对59名法人予以失信惩戒
（禁止注册公司）。协同人行对217
个对公账户进行冻结和惩戒（禁止
办理线上交易业务），同时上报公
安部对242张银行卡卡主进行征
信惩戒。为加强涉诈重点人员管
控，推进打击治理工作，在公安部、
省厅统一部署下，县、区党委政府
分别签署了《人员管控责任状》，全
力开展户籍地涉诈重点人员集中
排查工作，排查管控涉诈前科人员
406人、出境作案高危人员143人，
上报限制出境人员76人。

加强机制建设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违法犯罪工作，从市级

层面着力解决制约严打电诈犯罪
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
3月24日，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打击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
就强化认识、队伍建设、机制建
设、打击效能、打防结合提出了具
体意见。为了夯实属地主体责任
和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健全完善
齐抓共管、共治共享、全民参与的
工作格局，目前市打击治理领导
小组正在推进全市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违法犯罪工作责任分工体系
建设，积极构建“淮北市反电诈公
益联盟”。

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戒除贪念。对陌生人（包

括网友）的电话或短信、QQ 微
信中涉及兼职刷单、退款退税、
免抵押贷款、信用卡提额、低价
购物、高回报投资、包盈利博
彩、中奖等“好事”信息一律不
要相信。

不惧恐吓。遭遇陌生人以
公、检、法等政府工作人员身份
要挟时，不要恐惧，切忌情绪慌
乱、不知所措；要保持清醒头脑，
调查处理必须是地方有关部门
依法依规进行，更不会通过电话

问话、QQ 发送通缉令形式办
案、核查资金。

当面核实。凡是通过电话、
短信、QQ 微信要求转账、汇款
的，可以直接拨打 110 咨询、或
是到银行、税务、电信、公安等相
关部门当面核实，或是找当事人
核实，谨防骗子冒充熟人领导、
消防武警、企业老板、老师等身
份诈骗。未经核实前，切勿将资
金转入陌生账户。

慎点链接。短信中的链接
不要轻易打开、谨慎安装链接中
的手机软件。不明链接、手机
APP 很可能是木马链接或骗子
专门制作的用于诈骗的手机
APP，务必多方核实，不轻易点
击、下载使用。

把握关键。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关键是不对任何人泄露账
号密码、验证码，不被控制转账
汇款。

咨询报警。96110是各地设
立的全国反诈专线，专门用于预
警劝阻、咨询电话，务必及时接
听。如果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
拨打110报警并提供转账时的账
号、金额、时间等相关信息。切
记不要自行在互联网搜索报警
方式、寻求帮助，谨防再次被骗。

我市多措并举反电诈取得阶段性成效

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本报讯 近日，位于市城
市展示馆和历史档案馆南广
场、总投资92.4万元的新“相
王建城”雕塑正式建成。

新雕塑运用了先进的3D
打印技术，以光敏树脂为材
料，采用原雕塑 1.45 倍的模
型，使用翻砂铸造工艺，铸造
出青铜雕塑。为了配合市历
史档案馆和城市展示馆开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前谋
划，积极组织施工单位加班加
点，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仅用
32天便完成新雕塑施工。

原“相王建城”雕塑由著
名雕塑家叶毓山创作完成于
1995 年，最初安置在两宫广
场上，进入2000年，由于城市
建设，雕塑被搬迁到相山宾
馆东侧公园里，直到 2010 年
安置在现在的相王广场位
置。这座雕塑记载着我市悠
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也承载

着几代淮北人的深刻记忆，
经过 25 个年头的岁月洗礼，
雕塑整体已经黯淡褪色，有
些部分也出现腐蚀脱落。

日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组织专业队伍对相王广场
的原“相王建城”雕塑进行了
还原修复。修复工程包括清
理雕塑内外部锈蚀，用5厘米
紫钢板进行内部加固，对比三
维扫描数据进行焊接，并重新
着色。修复后的“相王建城”
雕塑再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据了解，“相王建城”雕
塑又名“相土东来”。相土是
我市历史上第一位有确凿文
字记载的部落首领，后世尊
称其为“相王”。诗经中“相
土烈烈，海外有载”，说的就
是 4000 年前，商部落为了向
东扩张，或是为了躲避水患，
相土驾着自己发明的马车，
带领族人从商丘一路东进，
到了此处，便停下扎寨，筑土
为城，繁衍生息。于是，山与
城便冠以“相”字，名曰相山、
相城，沿用至今。

“相王建城”雕塑重建
新雕塑是原雕塑的1.45倍 青铜铸造

本报讯 10月15日，市妇
联在濉溪县刘桥镇任圩村举
办家政技能培训班。家政礼
仪、卫生保洁、日常烹饪、月嫂
知识，资深家政培训讲师进行
详细讲解，并设置场景让学员
实际操作，让学员们真正学有
所得、学有所获。

家政培训进村（社区）活
动，是市妇联今年实施巾帼脱
贫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旨
在以流动便捷的方式将家政
培训、扶贫政策宣传等送到贫
困妇女家门口，帮助广大农村
妇女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素

质，掌握家政服务技能，从而
实现脱贫致富。

针对贫困妇女“想学又腾
不开身、想干信心又不足”的
问题，市妇联积极和家政公司
携手合作，将免费培训送到家
门口。减轻了她们外出培训难
以兼顾家庭及食宿等经济负
担，使广大妇女在村（社区）就
可以享受培训、推荐就业一条
龙服务，吸引了大批贫困妇女
外出就业。实现家政服务“上
岗一人、脱贫一家”的目的，不
仅助力我市精准扶贫工作，也
进一步拓展了基层妇女群众的
就业渠道，助推妇女创业就业、
创新创优和增收致富，为创建
幸福美丽家园助力添彩。

本报讯 近期,工行淮北濉
溪百善支行组织开展不宜流
通人民币纸币宣传活动，通过
组织员工培训，确保现金业务
岗位人员准确掌握不宜流通
人民币纸币宣传标准内容，规
范不宜流通人民币回收和销
毁业务流程。

为进一步普及人民币知
识，提高居民识别假币及防范
金融诈骗的能力和自我保护
意识，让更多人了解、爱护人
民币，百善支行在营业网点设
立宣传台，在大堂和门前摆放
不宜流通人民币宣传册，向客

户宣传相关知识。该行现场
发放反假宣传资料，重点向群
众宣传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标准，告知社会公众应爱护人
民币，若手中持有或收到不宜
流通人民币，应及时到银行金
融机构交存兑换。同时，工作
人员热心解答民众的咨询，参
与群众则主动分享自己生活
中遇到的人民币防伪与反假
案例。

此次活动，使社会公众提
高了反假意识和反假能力，进
一步了解了不宜流通人民币
的管理政策，自觉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提高流通中人民币整
洁度水平。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道
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获悉，市公
交公司于10月18日开通沈集村
公交班线。进一步解决了农村
地区乘车难、乘车贵问题。

据悉，加快我市城乡公交
一体化进程，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
行，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
开通沈集村公交班线。该班
线起止点：凤凰山开发区—沈
集村，全程30公里。班线发车
时间：沈集村发车为7:50，凤凰
山开发区发车为15：50。沿途

主要停靠站：凤凰山开发区、
凤凰城、电厂、一中南门、实验
三小、长途车站、国购广场、淮
师大、汽车北站、孙谢庄、周
庄、李楼、房武楼、河洼、河洼
东、惠黎酒厂、矬楼、房庄、蒋
庄黄湾、朔里镇政府、步行街、
朔里、土楼村、沈集村。

该线路实行定时、定点无
人售票车运行，票价投币1元，
刷卡每人次0.75元，学生刷卡
每人次0.36元，同时执行70周
岁老人、伤残军人、现役军人、
因公负伤的人民警察、二级以
上肢体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免
费乘车政策。

本报讯 为加强社区矫正
对象心理建设，帮助其融入社会
生活，10月10日上午，濉溪县司
法局铁佛司法所组织辖区内全
体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了一次心
理团辅活动。

活动开始前，铁佛司法所工

作人员组织社区矫正对象进行
例行报到，刷证、拍照、书面汇报
等。

此次心理辅导活动由淮北
晟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刘莉老
师主讲。活动中，刘莉老师召开
了一场“价值拍卖会”，给每个人
发放 5000 元的“筹码”，拍卖的
标的物分别为自由、爱情、友情、

权力等等，在场人员自由拍卖自
己想要的价值。

活动中，刘老师鼓励大家
积极竞拍，有人将全部筹码用
于竞拍爱情，有人不断加价竞
拍自由，也有人高价竞拍友情、
爱心等。拍卖结束后，刘老师
带领大家逐一展示自己竞拍所
得 的“ 价 值 ”，并 对 其 性 格 特

征、个人价值观进行分析、总
结。最后，刘老师带领大家进
行心理疏导，鼓励在场人员积
极发言，畅所欲言分享自己当
下的生活情况、正在面对的烦
恼等，在沟通交流中既让社区
矫正对象获得“被理解感”，也
为今后进一步因材施教奠定基
础。

此次心理团辅活动形式新
颖、内容丰富，社区矫正对象踊
跃参与，帮助社区矫正对象纾解
烦恼，及时发现并调处潜在矛
盾。在竞拍中刘莉鼓励矫正对
象勇敢抓住机会，在交谈中引导
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矫
正和生活。

10月18日开通
沈集村公交班线

助推妇女创业就业

市妇联家政培训
助脱贫促增收

开展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宣传

工行百善支行
提升客户反假意识和能力

铁佛司法所助社矫对象心理“回归”

新新““相王建城相王建城””雕塑坐落在城市展示馆门前雕塑坐落在城市展示馆门前。。

培训班上，参训人员认真听讲。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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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程加峰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刘淼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王童添
实习生 计蓉蓉 摄影报道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