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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刘益） 前不久，慈溪法院判
决了我省首例利用充值手机网络话
费而实施的新型诈骗案，轰动一
时。

据悉，去年 2月，有人冒充通
信公司工作人员开展话费充值活
动。警方很快介入，并且抓获了犯
罪嫌疑人，但问题随之而来。“在
前期的了解中，我们发现北仑、绍
兴、丽水等地均有类似案件发生，
但大多由于证据不足，最终无法走
到公诉程序。”尽管之前全市乃至

全省没有一起可以参考的类似案
例，但办案民警没有放弃，通过各
种努力撬开了嫌疑人的嘴，还原了
作案流程及手段，并且找到了部分
的受害人……

这仅仅是我市严打电信网络新
型犯罪的一个缩影。记者昨日获
悉，我市公安机关交出了去年的工
作“答卷”：截至去年 12 月 20 日，
全市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新型犯
罪案件 4580 起，同比上升 135%；
抓 获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 罪 嫌 疑 人
2372 名，同比上升 175.8%；电信
网络诈骗发案同比下降 22.3%；造
成损失同比下降18.5%。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案件快速上升。2016 年年初，
我市建立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新型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成立

市反虚假信息欺诈中心 （简称反诈
中心） 并开始实体运作，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防范打击工作。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负责人说，打击此类
新型犯罪一是赛速度，二是拼数
据。在案发伊始，侦查员要与时间
赛跑，加强初侦初查力度，以及第
一手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反诈中心
负责深查涉案信息流、网络流、资
金流，加强研判分析工作。待时机
成熟，就采取专案强攻的模式，相
关警种合成作战，对重大和系列团
伙案件开展专案侦查攻坚。去年以
来，公安机关就凭此打掉电信网络
犯罪团伙285个，同比上升了171%。

与此同时，反诈中心更是自我
加压，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压减
中间环节，提高以快制快能力。去
年，中心共受理电信网络诈骗警情

约1.6万条，追查银行账户超1.3万
个，成功止付案件 616 起、止损
7800.62 万元；协调银行及时返还
止付冻结资金，全年返还群众被骗
资金共计1500.57万元。

记者还了解到，主动拦截也是
工作的重点之一。反诈中心专门成
立了人工劝阻专班，对技术发现推
送的疑似受骗线索，采取电话访问
干预、短信预警提醒、联动查找见
面等措施，全力开展劝阻拦截。全
年电话劝阻疑似受骗者约 2 万人
次，发送预警短信约 4.9 万条，联
动成功劝阻 1156 名受骗群众，共
拦 截 汇 款 转 账 2038.42 万 元 。 此
外，值守民警还逐个梳理电信网络
诈骗警情和案件，快速分析研判涉
案通信号码，分类开展封停限呼工
作。

警方严打电信网络新型犯罪
去年破案同比上升135%，发案同比下降22.3%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员
裴庚益 王加廷） 大“莓”尚田，
山水福地。昨天的小雨挡不住品尝
优质草莓的热情，端坐在奉化尚田
镇冷西村村口的石雕“草莓寿星”
迎来了约3000位远近宾客。

评选“草莓大王”是每届草莓
文化节的传统节目。来自各村的
24 位草莓种植大户一决高下，方
门村的吕道恩获得金奖，成为今年
的“草莓大王”。在现场，这篮金
奖草莓进行了拍卖，奉化农商银行
尚田支行最终以 1 万元的价格拍
得，所得拍卖款项将全部用于助学
事业。为帮助莓农缓解融资难，奉
化农商银行尚田支行还在开幕式上
为尚田莓农提供了额度 1500 万元
的授信。

草莓年年有，创意日日新。草
莓甜点、草莓饰品、草莓蜡烛、草
莓文具、草莓包袋……宁波当前人
气最旺的青年文创集市——鲤朵市
集在村口摆摊吆喝，各具匠心的草
莓主题文创品吸引不少人拍照购
买。

尚田镇青农创客空间的成员制

作了草莓泡芙塔、草莓奶冻卷，草
莓巧克力、草莓蛋糕、“草莓恋
人”饼干等创意甜品，馋坏了不少
小朋友。“M6 生鲜的草莓直通车
可以让宁波市民在家门口品尝到当
天采摘的尚田草莓。”青农创客空
间运营负责人赵洁介绍，除了这些
甜品，他们还研发了草莓酒、草莓
酵素、草莓干等衍生产品，将草莓
产业链进一步拉长。宁波市区的消
费者可在 M6生鲜的各大门店直接
采购以上产品，也可通过 M6生鲜
的网站下单，去附近门店取货。产
品礼盒中还有一张尚田全域旅游地
图，吸引消费者到草莓产地体验一
番。

网络的翅膀，让尚田草莓的芳
香越飘越远。通过各大电商平台和
采摘游的带动，去年该镇实现草莓
销 售 收 入 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3%。出门摆摊的农民少了，从事
旅游服务的多了。去年，尚田接待
游客 20 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
收入 2000 余万元。今后，各个草
莓种植村将继续串珠成链，完善沿
线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游客体验。

尚田草莓文化节火热开幕
■金奖草莓拍得1万元用于助学 ■莓农获1500万元授信

图为草莓评比现场。 （王红雨 王珏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罗江丽） 记者昨日从市公安
局获悉，办理省内户口迁移业务更
为便捷了，无须再来回跑了。就在
去年 12 月 25 日，我省出台了新的
便民举措——《浙江省户口迁移办
理工作规范》。

去年的 12 月 26 日上午 9 时，

居住在慈溪浒山街道的罗先生成为
全宁波第一位享受此项便民新举措
的群众。罗先生的户籍地在杭州江
干区采荷街道，来到慈溪市公安局
城区户证中心后，他要求办理夫妻
投靠的户籍业务。

本来像他这种情况，需要在
慈溪与杭州两地来回跑，而现在

不需要这么麻烦了，一站就能搞
定。记者了解到，按照原来的户
口迁移程序，像罗先生这样的，
申请人需要先在拟落户地公安机
关提出申请，于 10 个工作日内领
取准迁证；然后凭准迁证到户籍
地所辖派出所开具迁移证；最后
再凭迁移证到落户地办理落户手

续。整套程序走下来，耗时长不
说，还需要来回奔波两次。而现
在，根据新规，民警只需对申请
人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迁入
地户口簿、结婚证等相关证明材
料原件进行查验审核，即可当场办
理，仅需半小时就能完成所有手
续。

公安机关出台新的便民举措：

省内户口迁移不用来回跑

蝴蝶兰、仙客来、水仙……昨
天，记者在镇海区骆驼街道花木世
界里看到，各家花铺工作人员正紧
锣密鼓地制作盆景、花篮，各类年
宵花已悄然上市，准备迎接农历春
节前的销售旺季。

（徐文杰 汤越 摄）

年宵花
悄然上市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受暖湿气流影响，昨
天，甬城细雨缠绵，气温略有上
扬，不过这只是冷空气到来之前
的平静。来自北方的一股较强冷
空气正大举南下，降温和大风组
合来袭，甬城将开启“速冻”一
周。

雨雪天气刚刚席卷中东部地
区，寒潮便紧随而至。昨天，中
央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
未来两天，受较强冷空气和前期
降雪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出
现大风降温天气，9日凌晨，气
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江南南部、华
南北部一带。

昨天，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冷
空气消息，较强冷空气于昨晚开
始影响我市，带来明显大风、降温
天气过程。10 日到 13 日，我市
最低气温降至-1℃至-4℃，有冰
冻；山区最低气温-4℃至-7℃，

有严重冰冻；从昨天夜里开始到
10日，我市沿海海面有 7级至 9级
西北大风，其中 8日下午到夜里短
时阵风可达10级，内陆地区也有6
级至8级大风。

根据预报，今天小雨，局部雨
夹雪，傍晚到夜里转阴天，山区有
冰粒或雨夹雪，今天最高气温 4℃
至 6℃，最低气温 2℃至 4℃；9 日
至13日我市以晴冷天气为主。

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
范低温冻害和大风带来的不利影
响 ， 对 易 受 大 风 影 响 的 户 外 设
施、室外物品、户外广告牌等应
采取加固措施。冷空气过后，我
市将出现冰冻天气，农民朋友应
注意做好蔬菜、经济作物等的防
冻保暖工作。此外，近期我市流
感高发，冷空气影响前后，易诱
发感冒、呼吸道感染以及心脑血
管等多种疾病，大家需注意做好保
暖防寒工作。

甬城开启“速冻”一周
今天局地有雨夹雪

本报讯（通讯员林嗣健 潘
怡 记者徐欣） 近日，江北区白
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秦高医
生在门诊时发现，81 岁的赖大
爷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经了
解，赖大爷在家自测了空腹血
糖，指数高达 29.5，出现了胸
闷、头疼的症状。

秦医生感觉情况不妙，马上
请检验科医生对其进行餐后快速
血糖检测。结果血糖仪测不出血
糖值，这意味着大爷的血糖值

“爆表”。
情况紧急，需要马上住院治

疗，但一时无法与老人家属取得
联系。秦医生与赖大爷沟通后，
火速与医联体合作单位宁大附属
医院取得联系，请求开通双向转
诊绿色通道。短短 15 分钟，赖
大爷的床位和主治医师落实到
位。秦医生同时请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领导，安排社区护士并用
急救车进行护送，将赖大爷转诊
至宁大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这是患者签约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家庭医生服务后，从中受益
的一个事例。“像赖大爷这样的
患者，在病情紧急状况下能够得
到及时救治，是实施家庭医生和
医联体的双重利民措施医疗改革

后出现的一大利好。”江北区卫计
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江北区先行先试市级
医院托管区级医院、“3+2+1”医
疗联合体改革模式，积极引入优质
资源，组建以市第一医院、市第二
医院、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为牵头
单位的 3个区域医联体。市第九医
院专家下沉到 8家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形成了区域内医疗资源依次梯
度下沉格局，构建了完善的区域医
疗服务体系，目前共有 65 名市、
区两级专家下沉到社区。与市妇儿
医院携手建立全市首个区域儿科医
疗联盟。此外，围绕提升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医联体内持续开展了联
合门诊、急救能力培训、课题合
作、师徒带教等工作；以满足群众
需求为目标，开展省百强中心、群
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创建，积极培育
针灸理疗等基层特色专科。

据介绍，江北区医联体工作以
整合利用优质医疗资源、拓宽医疗
合作渠道为主要抓手，运行几年
来，基本建立了“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上下联动”分级诊疗的就医
格局，逐步形成“小病在基层，大
病到医院”的合理就医秩序，为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安全、便利的医
疗服务。

江北实施家庭医生和医联体双重利民措施

65名医疗专家下沉到社区

一畦绿油油的青菜，几垄绿
意盎然的蚕豆苗，为这个冬天增
添别样的生命力。

这可不是自家小菜园，而是
宁海县梅林中心小学的“校园农
场”，不大的场地里种了不少蔬
菜。老师们还别出心裁地在旁边
建了一个玻璃房，在里面种上和
室外同样的蔬菜，让孩子们观察
室内蔬菜和室外蔬菜不同的长
势。每到周三拓展课，孩子们就
到“农场”给自己种的蔬菜浇水、
拔草，看看谁种的菜长势最好。

除了种植蔬菜，校方还清理出
几间杂物间，用于培植银耳和菌
菇。白白的银耳已经“开花”，浸
透水的“花儿”卧在菌棒上憨态可
掬，俯身一闻，还有一股淡淡的清
香。

如今，该校的“农场”已经营
了两年多时间，不仅丰富了孩子们
的课外知识，更让他们能近距离感
受生命的美好。

图为该校的学生正在观察银耳
的生长情况。

（蒋炜宁 潘旭婷 摄）

农场开进校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