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春风熏得游人醉，正是
出游好时光。作为国家优秀旅游城
市和历史文化名城，金华的旅游资
源和文化底蕴都很丰富、深厚，近
些年更是发展出一系列颇具特色的
旅游产品。而这些产品，均非常符
合职工疗休养的需求。为此，金华
市旅游局整合资源，设计出“禅修
养 生 之 旅 ”“ ‘ 家 +’ 慢 生 活 之
旅”“绿野探古之旅”“时光‘穿
越’之旅”“丹霞碧水之旅”“文化
休闲之旅”等 6条职工疗休养经典
线路，既能遍赏美景、美食，又能
体验到当地的人文特色。还犹豫什
么，赶紧出发吧！

禅修养生之旅

婺州古城—双龙风景区—黄大
仙祖宫—万象花卉—寺平古村—九
峰水上乐园—上荷塘青蛙乐园

D1： 游 览 婺 州 古 城 — 熙 春
巷，参观国家级文保单位，全国保
留原貌最完整的太平天国建筑侍王
府，之后赴获世界建筑节金奖的燕
尾洲公园观赏“八咏桥”，前往中
国婺剧院观看古婺风情表演。

D2：游览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双龙风景区，双龙卧舟、冰壶观

瀑、黄大仙朝圣有“天下三绝”之
美誉。参观黄大仙祖宫，由道长指
导养身打坐，放松自己的身心，修
身养性，漫步鹿田水库环湖道，呼
吸新鲜空气。

D3：游览万象花卉田园休闲
俱乐部，赏花卉、购多肉，乐享田
园休闲乡趣。欣赏寺平古村堪称一
绝的精美砖雕艺术，每座古建筑门
面上均镶嵌着数以千计的砖雕。

D4：上午：穿行在九峰的茶
园小径，赏九峰万亩茶园，呼吸
春风带来的茶香和花香，享受逆
风快感。体验九峰水上乐园，集
惊险、刺激、动感、娱乐、休闲
于一体。

D5：游览上荷塘青蛙乐园，
感受以“品新鲜时蔬，到上荷塘休
闲农庄”为主题的时蔬采摘游。

“家+”慢生活之旅

琐园村—寺平古村—九峰温泉
—兰溪地下长河—诸葛八卦村—永
康方岩—五峰书院—八咏桥—观看
古婺风情表演

D1：前往琐园村，参观有 44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之后游览锦林
佛手文化园，园区现有 500亩花园

式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基地。
D2：行走在寺平古村明清古

建筑群，欣赏精美的砖雕艺术。游
览九峰泡温泉，九峰温泉属于典型
的负离子温泉，游客可在温泉中欣
赏领略九峰山的优美自然景观。

D3：游览地下长河，乘船探
幽地下八百米洞府泉流，洞中瑰宝
——琼林雪钟，感受造化之神奇。
到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诸葛八
卦村游览丞相祠堂、钟池、大公
堂、古民居、百草园等景点。

D4：前往永康方岩景区，这
里峰险石怪，瀑美洞奇，人文荟
萃，文物古迹触目皆是。游览五峰
书院，南宋淳熙间,著名学者陈亮
曾在此设馆讲学,朱熹、吕祖谦、
叶适等学者相继造访,互为师友,一
时名流荟萃,士子云集。

D5：徒步八咏桥，并游览获
2015 年 “ 世 界 建 筑 节 最 佳 景 观
奖”的燕尾洲公园。之后前往中国
婺剧院，观看古婺风情表演。

绿野探古之旅

浦江仙华山—江南第一家—神
丽峡景区—义乌国际商贸城—双龙
风景区—兰溪地下长河景区—诸葛
八卦村—武义牛头山森林公园

D1：游览仙华山景区，攀登
爱情天梯、体验古栈道黄金海岸。

D2：游览全国文保单位、中
国家族史的活化石——江南第一
家。前往神丽峡景区，看山峦起
伏、巨石嵯峨、瀑布跌水层出不
穷。

D3：前往“小商品的海洋，
购物者的天堂”——义乌国际商贸
城。随后游览双龙风景区，双龙卧
舟、冰壶观瀑、黄大仙朝圣有“天
下三绝”之美誉。

D4：乘船探幽地下八百米洞
府泉流地下长河景区。游览全国诸
葛亮后裔最大聚居地诸葛八卦村，
整个村子按九宫八卦设计布局。

D5：游览牛头山森林公园，
那里有人迹罕至的天然森林，耐人

寻味的奇树异木，雄奇绝险的峡谷
断崖，美不胜收的溪水瀑潭与一尘
不染的生态环境，形成一幅幅意趣
横生的优美画卷。

时光“穿越”之旅

双龙风景区—永康虎踞峡—五
峰书院—横店秦王宫—清明上河图
—梦幻谷景区—明清民居博览城—
义乌国际商贸城

D1：游览集自然山水、溶洞
群景观、科普探险、康体休闲、避
暑度假、观光朝圣于一体的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双龙风景区。

D2：赴永康虎踞峡，在山里
呼吸清新空气，放松身心，养身，
养心，养肺。随后前往南宋永康学
派发祥地，明代王阳明倡道处所
——五峰书院。

D3：参观 《无极》《英雄》 的
诞生之地——秦王宫，欣赏大型多
媒体剧 《梦回秦汉》。游览清明上
河图，“一朝步入画中，仿佛梦回
千年”。夜游大型夜间影视体验主
题公园——梦幻谷景区，观看一台
长达 45 分钟的大型火山实景演出

《梦幻太极》，观看亚洲最大的影视
灾难体验 《暴雨山洪》，感受数百
吨洪水夹杂着狂风暴雨瞬间袭来的
刺激。

D4：游览集古建保护、影视
拍摄、旅游观光、工艺品展览于一
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景区明清民居
博览城。到广州/香港街观看大型
全景式海战节目 《怒海争风》，恍
惚穿越了时空隧道。

D5：赴国家 4A 级购物旅游区
——义乌国际商贸城，尽享购物乐
趣。

丹霞碧水之旅

磐安百丈潭景区—花溪景区—
舞龙峡景区—夹溪十八涡—武义郭
洞景区—大红岩—清水湾沁温泉或
者唐风温泉—俞源村

D1：游览以瀑布、潭水、溪

流为精华，以山体、奇石、洞穴为
重点，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背
景的百丈潭景区。

D2：游览花溪景区，花溪又
叫平板溪，是万年前死火山熔岩流
下经过的地方，穿上花鞋在溪中游
走，十分惬意！随后前往舞龙峡景
区，这里是第四纪古冰川遗址、国
家地质公园核心区块，景区内瀑布
星罗棋布。

D3：前往尖山镇游览夹溪十
八涡，远古造山运动强烈地形切割
和流水长期冲刷造就了“冰臼”奇
观。游览郭洞景区，有“江南第一
风水村”的美誉，因山环如郭、幽
邃如洞而得名。

D4：参观大红岩，除了典型
的丹霞地貌景观以外，其中核心区
大红岩赤壁丹岩高 385 米、宽 650
米，规模为全国丹霞赤壁之最。下
午去清水湾沁温泉或者唐风温泉泡
一泡温泉，放松一下身体。

D5：参观太极星象村，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俞源村，这里是
古生态“天人合一”的经典遗存，
寻古探秘休闲的旅游胜地。

文化休闲之旅

九峰山景区—九峰温泉—寺平

古村—八咏桥—观看古婺风情演出—
兰溪地下长河景区—诸葛八卦村—东
阳卢宅—木雕城—花园村

D1： 游 览 集 山 奇 、 水 秀 、 洞
幽、地野、寺古之特色，相传为陶
渊明晚年隐居之地——九峰山，从
九峰山脚骑行至九峰温泉，沿途感
受万亩茶园的美丽风光，并体验九
峰温泉。

D2：游览寺平古村，欣赏精美
砖雕。徒步八咏桥，参观荣获世界建
筑节金奖的燕尾洲公园，并在中国婺
剧院观看古婺风情演出。

D3：乘船 探 幽 地 下 八 百 米 洞
府 泉 流 地 下 长 河 景 区 。 游 览 全 国
诸 葛 亮 后 裔 最 大 聚 居 地 诸 葛 八 卦
村。

D4：游览有“北有故宫，南有卢
宅”之称的卢宅景区姜太公后裔雅溪卢
氏聚居之地。参观东阳木雕城，目前国
内最大的木制工艺品和木雕（红木）家
具集散中心之一。

D5： 参 观 被 誉 为 “ 浙 江 第 一
村”的花园村，花园村有旅游观光区
的中华百村图、吉祥湖畔、音乐喷泉
等十大景点和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园
区、佛教文化园等各具特色的商业
街。

撰稿：吴骞
摄影：洪兵 黄泽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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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3月15日电
记者 郑良

今年 1 月 18 日，厦门市民苏女
士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账户的
377 万元资金被诈骗分子转走。公
安机关调查发现，诈骗分子最终将
账户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
移、取现。办案民警表示，一些第三
方支付平台正成为电信诈骗团伙套
取、漂白非法资金的“绿色通道”。

记者近日在福建厦门、漳州、龙
岩等地采访发现，徐玉玉案发生后，
警方、银行、运营商加强了协作，诈骗
团伙通过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的通道
被有效管控。但诈骗团伙利用第三方
支付平台转移赃款案大幅增加，占当
地电信诈骗发案数一半以上。

377万元赃款转入第
三方支付平台，1个多月才
查清资金流向

和以往电信诈骗团伙通过多个
银行账户拆分转移赃款不同，在厦
门市民苏女士的受骗案中，诈骗分
子转移巨额资金出现新手法。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冒充
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以苏女士“银
行卡账户涉嫌洗钱，需要将资金存
入安全账户随时接受审查”为由，骗
她开设了手机银行账户，并将全部
资金转入该账户。随后，诈骗分子利
用木马病毒窃取其账户信息和手机
动态验证码，将账户资金通过第三
方支付平台转移、取现。

“诈骗分子将 377 万元资金分
拆转入 4 个网上银行账户，再利用
这些账户将资金转入多家第三方支
付平台，公安机关的调查就此受
阻。”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
大队长陈幸鹭告诉记者。

调查发现，诈骗分子转账的第
三方支付平台总部在深圳、上海等
地，要查询涉案账户、交易信息、资
金流向等必须通过总部。陈幸鹭说：

“上门查询时发现，这些第三方支付
平台大量被诈骗分子利用来转移资

金，案件频发，多地公安机关发出协
助查询请求。由于案件数量较多，需
要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排队查询，常
常错过了最佳查案时机。”

直到2月底，涉案的第三方支付
平台才向厦门公安机关反馈了涉案
账户、资金流向等信息。陈幸鹭说：

“诈骗分子将资金在第三方支付账
户和银行账户之间多次转移，1个多
月之前已经在境外将赃款取现。”

公安机关查获POS
机登记的都是伪造资料

多地公安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诈骗分子越来越多通过第三方支付
平台转移赃款。“去年1月至3月，诈
骗分子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赃
款的案件约占诈骗警情的 38.6％，
而从去年 10 月至今年 2 月，这一比
例达到68.9％。”厦门反诈骗中心负
责人胡建跃告诉记者。

胡建跃说：“很大程度上，打击、防
范电信诈骗是和犯罪分子在‘赛跑’，
不能及时查询、冻结涉案资金，往往意
味着受害者的损失无法挽回。由于一
些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与警方建立快

速查询、冻结机制，公安机关必须通过
其总部才能查询账户和资金流向信
息，极大影响了打击成效。”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第三方支
付平台管理混乱，为拓展市场，不落
实账户、交易实名制，滥发 POS机，
个别第三方支付平台网络系统建设
严重滞后，甚至无法查询平台准确
交易信息、商户和交易者身份，这些
都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查获的诈
骗分子用于套现洗钱的 POS 机是
由乐富、易宝、瑞银信等第三方支付
公司发放的，嫌疑人登记的商店名
称全是伪造的虚假资料。”公安部刑
侦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方建议强化监管追
究责任

近年来，央行多次出台文件对
第三方支付平台予以规范。包括要
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健全客户身
份识别机制，采取有效的反洗钱措
施，对支付、转账金额限制等。

多地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去年
徐玉玉案件发生后，公安部、央行、

银监会等先后出台多项措施，包括
落实银行卡实名制、ATM机向非本
人账户转账延时到账等，银行与公
安机关建立电信诈骗警情快速处置
机制，实现快速查询、冻结涉案资
金，对冻结的涉案资金原路返还等，
诈骗分子通过多级银行转账案件数
量呈下降趋势。

“不过，一些诈骗团伙利用金
融、通信行业安全监管漏洞，不断更
新犯罪手法和途径。”陈幸鹭说。

多地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告诉记
者，目前，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没有
落实严格的账户实名制，诈骗团伙
通过银行卡向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
金额不受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漳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滕秀兰
说：“要防范第三方支付平台成为洗
钱‘绿色通道’，第三方支付平台要
真正落实账户实名制，加强交易监
管，提升注册第三方支付平台网上
身份验证的安全等级。建议参照利
用银行 ATM 机向他人账户转账延
时到账规定，延迟第三方支付平台
资金的入账或动账，这样被骗客户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撤销支付、挽回
损失。”

多地办案人员提出，第三方支
付平台要建立和公安机关密切协作
机制，通过进驻公安部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侦办平台或各地反诈骗中
心，实现快速查询、冻结涉案资金。

“应当改变个别第三方支付机
构只顾扩展市场不顾安全的趋利倾
向，强化监管，通过责任追究机制倒
逼其履行监管责任，对于不落实账
户和交易实名制、滥发 POS机等被
诈骗分子利用转账的，监管部门要
予以严肃查处。”厦门勤贤律师事务
所律师曾凌说。

诈骗分子转移巨额资金出现新手法

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竟成“洗白”通道

据新华社广州 3月 15日电
（记者王攀） 记者 15日从中国地
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获
悉，当地时间 3 月 13 日上午 9
时，我国科考船“海洋六号”在
圆满完成深海地质调查任务后，
顺利抵达法属波利尼西亚塔希提
进行补给和人员休整。

“海洋六号”是我国自主设

计建造，集地震、地质调查等多项
调查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地质地球物
理调查船。去年 7 月以来，“海洋
六号”已经先后执行了中国大洋第
41 航次任务和中国南极第 33 次科
考任务，完成了由大洋向极地的历
史性跨越，截至 13 日，科考船累
计 航 行 时 间 201 天 ， 累 计 航 程
32635海里，约合60440公里。

我国科考船“海洋六号”
完成深海地质调查任务

“海洋六号”安全靠泊帕皮提港客轮码头 （3月14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深圳 3月 15日电
（记者孙飞） 近期，深圳市市场
稽查局调查发现，部分日本福岛
核泄漏事故周边都县食品正通过
跨境电商等网络渠道流入国内，
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日本福岛核电站 2011 年发
生高温核燃料泄漏事故。为确保
日本输华食品农产品安全，我国
质检总局随后发布公告，禁止从
日本福岛县、东京都、栃木县等
10 个都县进口食品、食用农产

品及饲料。
深圳市市场稽查局食品稽查处

近日调查发现，部分网络平台经营
者打着“全球购”“海外代购”“跨
境电商”的旗号，通过网购直邮进
口或者网购保税进口的方式，销售
禁止进口区域食品。

平台及其上店铺或通过海外直
接邮寄形式发货，或保税仓快件发
货并借助消费者个人身份信息以消
费者合理自用形式，规避入关时商
品的检验检疫。

网购食品要小心：

部分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周边都县食品流入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