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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共建和谐平安奉化共建和谐平安奉化

本报讯（记者 柳家欢 通讯
员 奕超超）网络时代，线上交友成
为新时尚，然而网络交友极易出现
骗局。近日，方桥街道的唐先生按
捺不住内心喜欢，竟按对方“先刷单
再见面”要求，一番操作下来被骗
18万元。

8月 26日晚 7时许，唐先生闲
来无聊，在手机浏览网页时看到一
个交友APP推广链接，出于好奇，
他点击链接下载了APP，并注册了
个人信息。随后，唐先生在该APP
上开始“网上冲浪”，寻找真爱。没
过多久，一位昵称为“艳子一何”的
陌生网友加了唐先生好友，对方称
手上有全国各地美女资源，询问唐
先生是否有需求。

“这样的话，交友就更有针对性
了，不用再大海里捞针了！”唐先生
有些心动，表达了“需要”的意愿，并
透露自己在奉化方桥。随后，对方
提供了一些附近美女照片，询问唐
先生是否有眼缘。在唐先生挑选到
心仪对象后，对方称需先支付58元
申请入会，入会后能得到交友机会，

还能获得同省美女资源。眼看美女
就在眼前，且入会费仅 58元，唐先
生二话没说，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
账号转账。

完成转账后，对方让唐先生添
加客服“小曼”。本以为交友可更进
一步，没想到客服“小曼”要求先做
完刷单任务，才能与心仪的美女见
面。起初，唐先生感到有些蹊跷，但
为了与美女见面，还是答应了下来。

唐先生根据客服指示连刷 8
单，前 2单成功提现回本，但后 6单
却被套牢无法提现，客服“小曼”也
消失了，18万元血本无归。“人没见
着，钱也被骗了……”唐先生欲哭无
泪，随后向区公安分局方桥派出所
报警。

民警提醒，网上交友要谨慎，勿
轻信“附近的人”。要求汇款时，更
要留个心眼，切勿在未深入了解对
方情况下，轻信对方承诺。一旦发
现是骗局，要保留相关证据（双方联
系记录、婚恋网站账号、手机号码、
微信账号、汇款转账的账号等），第
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完成刷单任务才能见面”

一男子网络寻“真爱”被骗18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嘉婷 通讯
员 吕倩清）近日，溪口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组建市容、拆违、景区三支小
分队，集中力量推进以交通主动脉
为整治重点的市容环境专项整治，
着力消除环境脏乱差现象，助力文
明典范城市创建。

开展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整
治。小分队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对
主次干道两侧人行道非机动车位应
划尽划，并通过挨家挨户宣传，引导
非机动车规范停放。

执法人员结合“一点通查”实行
动态管理，向违反“门前三包”规定、
出店经营、违规排放污水的店主讲
解城市管理法律法规。9月来，该
执法队已累计纠正“一跨十乱”现象

450余起，人行道违停抄告 144辆
次，拖离电动自行车 80余辆次，清
理背街小巷乱堆物40余处。

推进“两路两侧”环境整治。拆
违小分队借助无人机巡查，巡航拍摄
卫生死角，让环境卫生问题无所遁
形。9月以来，该分队已清理“两路两
侧”脏乱差点位60余处，拆除违规管
理用房2处，面积70余平方米，拆除
违规广告牌8块，面积55平方米。

改善景区周边道路环境。旅游
旺季即将到来，景区小分队设置多个
固定执勤点及机动巡逻岗，查处各类
违法行为，重点打击不按规定停车、
违规揽客等违法行为。同时，清理整
顿景区周边道路环境，及时梳理破损
广告牌、清理乱堆乱放和僵尸车。

改善路域环境 提升区域形象

溪口组建小分队开展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马乐乐 俞
晖 通讯员 汪晴）在区行政服
务中心，一排排光伏停车棚格外
引人注目。据了解，这些车棚占
地 4000余平方米，覆盖 230个标
准车位，整个车棚装机容量达
630千瓦，年发电量约 70万千瓦
时，可满足行政服务中心 25%的
用电量。

像光伏车棚这样的分布式光

伏项目，虽能源源不断提供清洁能
源，但也面临着统一运营监测困难
的困局。今年 4月 12日，国网浙江
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智慧光伏
（浙东）分中心在我区揭牌成立，这
是全省首个分布式光伏电站区域监
测运维中心。

智慧光伏（浙东）分中心成立
后，实时监测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
频率、电压、功率因数、逆变器组串

等运行状况，加快运维响应速度和
运行可靠性，并精确分析并网光伏
电站运行情况实施，提升分布式光
伏电站发电效率、安全管理水平。

同时，针对分布式光伏电费结
算复杂、收费困难的行业痛点，国网
浙江综合能源公司利用智慧光伏系
统开发了电费一站式结算托收服
务，打通人民银行、供电公司、第三
方光伏企业和装机用户全流程。在

接入足够多服务电站后，利用金融
网络聚合光伏发电负荷，建立省级
光伏平台生态。对光伏装机用户来
说，使用平台能有效提高资金回收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更省心、省时、
省力。

目前，智慧光伏（浙东）分中心
总服务电站数量已超过 130座，服
务容量突破60兆瓦。

智慧光伏（浙东）分中心启用半年

光伏电站实现智慧一体化服务能源托管

五大“不要”
1.撤离人员不要急着回家
台风过后，被撤离人员不要

急着回家，最好等居住地宣布安
全之后，再按要求返回家园。回
家以后，在没有十足的安全把握
前，不要随意检测煤气、电路等，
以防不测。

2.不要忘记清运垃圾
台风过后，街道两旁到处是

落叶、淤泥、生活垃圾，容易滋生
各种疫病，应第一时间清理。

3.不要购买可疑食物
台风过后，购买蔬菜和瓜果前

要认真挑选，瓜果要削皮后再吃；
淹死的禽畜和死鱼绝对不能吃。
来历不明的食品千万不要买。

4.不要忘记灾后防疫
家里饮用水如受污染，要消毒，

同时还要做好周围环境打扫，被淹
或者被雨水浸渍地方清洗时最好喷
洒些消毒药水。

5.不要乱接断落电线
无论是家里的电线掉落，还是

路上看到被风刮落的电线，无论带
电与否，都应视为带电，与电线断落
点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
业部门报告。

疾病预防
1.注意饮水卫生，不喝生水，更

不要饮用灾后井水。对饮用水而
言，煮沸消毒是最安全有效的消毒
方法。饮用水受污染时，要用明矾、
漂白粉等消毒处理。

2.不吃腐败变质食物，不吃未
洗净的瓜果等。也不要贪吃生冷食
品，食品要加热煮熟煮透；煮熟食物
要趁热吃，或吃前要彻底加热；所有
烹饪器具和食具，使用后应洗涤干
净并保持干燥；生熟食品应分开存
放，已消毒食具与未消毒食具需分
开，防止污染。

3.防止皮肤直接接触疫水，如
有外出要穿胶鞋等。

4.出现腹泻、发热等症状一定
要及时请医生诊治。

爱车检修
1.清洗：台风过后要及时清洗

车辆，并检查一下油漆表面有无脏
物以及污水是否含有化学成分；再
要检查轮胎气压及钢圈、制动鼓、制

动盘周围有无异物；及时补足轮胎
气压，清洗轮胎表面。

2.检查：注意水箱、空调散热器
有无异物附着表面，还要检查灯光，
看看有无积水在灯具内。因为风雨
中的路面视线比较差，经过坑洼路
面时，底盘很容易受损，所以底盘也
是需要检查的重点之一。

另外，水中浸泡过的车子，在启
动之前，首先检查空气滤芯内是否有
积水，如发现有积水，千万不能启动
车辆，否则，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坏。

防范“台风后遗症”

本报讯（记者 柳家欢 通
讯员 王郑靖）“猕猴桃已经陆续
成熟，此时采摘下来，在家放几
天，就会自然熟软香甜……”近
日，在裘村镇星隆农场，165亩青
皮红香猕猴桃进入采摘季。

星隆猕猴桃种植基地是裘村
镇特色农业示范项目，也是乡村
振兴，为农民增收惠民项目，自
2015年该基地与裘村镇签订合
作协议以来，成果丰硕。今年，星
隆猕猴桃种植基地成功申报“奉
化区中小学生农耕文化研学实践
基地”，并提交AA级“国家级旅
游区”申报，为基地拓展产业链，
提升社会效益和形成新经济增长
点奠定基础。

据了解，星隆农场种植的青
皮红香猕猴桃由日本引入，果肉
细嫩、香气浓郁，再加上山间独有
的气候，这里出产的猕猴桃品质
优良，广受市场好评。同时，基地
探索农旅结合模式，通过丰富采
摘游配套服务项目，发展烧烤、垂
钓、登山等特色活动，打响猕猴桃
品牌。

裘村镇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镇将指导基地推行数字化改革，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精准农业、智
慧农业等技术，实时监控农作物生

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况以及
环境等，通过模拟农业生产现象、过
程，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

本，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产量和质量
双提升，让猕猴桃坐上“智慧列车”，
驶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青皮红香猕猴桃喜获丰收

裘村特色农业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记者 孙嘉阳 傅新
欣 见习记者 刘梦悦 通讯员
沈东 张远）理论考察、闻问诊疗、
药材辨识……9月 10日下午，首届
中医住院医师中医药技能竞赛在区
中医医院举行，6支参赛队伍 18名
选手同台竞技。

本次竞赛分理论考核和实践技
能两个模块，检验参赛选手中医药

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水平。理
论考核内容以《内经》《伤寒论》《温
病学》《金匮要略》等医籍为主；实践
考核包括门诊病人诊治、中医技能
操作、中药应用与辨识等内容。

竞赛旨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
促练、以赛促传承，激发中医药工作
者学知识、练本领的热情，更好地服
务奉城百姓。

比知识 赛技能

中医住院医师同台论“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