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2 要闻
2019年9月2日 星期一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朱 雯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徐逸波 应伟健）“杀猪盘”，这是
目前网络诈骗的一种最新手法。但
令人想不到的是，现在已出现了

“杀猪盘”与“套路贷”合流的迹
象。日前，奉化公安在侦破一起

“杀猪盘”案件时，意外牵出千万
元级别的“套路贷”案件，最终抓
获115名犯罪嫌疑人。

去年 11 月，奉化市民易某中
了“杀猪盘”骗局：先是女网友和他
谈感情，接着推荐炒虚拟币，小赚一
笔后忽悠他投大钱，最终血本无归。
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介入调查，并
于今年 3 月第一次赴外省调查，却

发现诈骗团伙早“散伙”了。
今年 7月初，案情有了新的进

展——原先消失的嫌疑人又活跃起
来了。于是，警方开启第二次追
踪，一个多月后终于查清了其中的
情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团
伙还在从事“套路贷”的勾当，涉
案金额有上千万元。

“我们发现，每笔放款金额在
1000 元至 4000 元之间，借贷的多
为年轻群体。借贷前会要求借贷人
上传通讯录，如发生还款逾期，就
通过‘电话轰炸’方式，告知其亲
朋好友，对其经济、精神造成巨大
压力。”民警说，这伙人很狡猾，
办公室分布在不同的楼层，挂着不
同公司的名字。

8月20日，奉化公安开展集中
收网行动，至次日上午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115名，接着又连夜驱车15

个小时，将他们押解回甬。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杀猪盘’和‘套路贷’合
流，‘杀伤力’必将倍增，这种新
趋势要引起重视。”市公安局扫黑
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套路
贷”犯罪实质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
外衣、行诈骗之实的骗局。从我市
侦办的“套路贷”案件来看，目前
仍以“车贷”、“二手车”交易诈
骗、“抵押贷”、“无抵押贷”为主。

另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我市公安机关就对此
类犯罪展开凌厉的攻势，全面吹响
进攻号角。

针对“套路贷”嫌疑人多以公
司模式运作、涉案人员众多的实际
情况，各地公安机关对辖区内各

“二手车”公司、金融公司、贷款
公司等可能隐藏“套路贷”犯罪的

重点领域进行地毯式滚动排查。同
时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网贷、暴力
或软暴力等问题，开展全方位立体
式综合研判；还成立了由各部门
30 余名专家组成的综合研判专家
团队，及时开展部门联动研判，协
同处置此类涉黑涉恶犯罪。

“套路贷”案件作为一种新型涉
黑恶案件，侦办起来需要更专业的
力量。我市公安机关聘请了专业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出具认定材
料，保证涉案资金认定的准确性；又
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就依法惩治“套路贷”犯罪若干法律
问题开展专题会商，制定出台了会
议纪要，为案件突破提供强力支撑。

截至目前，我市已打掉“套路
贷”团伙 103个，累计抓获犯罪嫌
疑人 1100 余名，扣押非法资产近
2.6亿元。

“杀猪盘”与“套路贷”出现合流趋势

我市严打“套路贷”，摧毁团伙103个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陆东旭 北仑区委报道组陈盛竹）
“‘利奇马’给北仑农业带来严重
损失，我们得及时帮助苗木种植户
挽回损失。”“灾后苗木价格波动，
大家要多去地里走走，给花农及时
提供有效信息。”日前，北仑区柴
桥街道花木协会党支部书记孙安国
和几名人大代表组织了一场圆桌会
议，想方设法在灾后帮助花农复产
销售。

柴桥是远近闻名的“杜鹃花之
乡”，花木种植历史悠久。目前，
柴 桥 的 花 木 销 售 覆 盖 全 国 25 个
省、市、自治区，已形成集生产、
销售、社会化服务于一体的花木产

业体系。2017年4月，柴桥人大工
委和柴桥花木公司联合创办“花木
驿站”，每月定期开展圆桌会议，
成为人大代表交流工作的重要平
台。柴桥人大工委还组织人大代表
中的花木种植和经营户成立“驿站
助农团”，鼓励花农抱团取暖，共
同增收致富。

走进北仑柴桥万景山杜鹃园，
市人大代表沃科军正在园子里修剪
今年刚嫁接的小微盆景。除了延续
父亲经营的传统杜鹃，“花二代”
沃科军把目光瞄向了小微盆景市
场。“产品需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
更新。最近，杜鹃小微盆景在市场
上需求旺盛。我培育的这个品种周

期只要一年半，再过几个月就能投
入市场。”沃科军说，如果这批试
验产品受到欢迎，他打算把经验通
过“花木驿站”与其他花农分享。

“作为一名从花田走出来的人
大代表，我更要帮助周边的花农一
起发展，才能保证一个区域的产业
兴旺。”沃科军告诉笔者：“有的花
农为了追求效益，一些老品种会渐
渐淡出市场。我们这里品种相对齐
全，会有意识地保留一些种子资源
防止‘断种’。当市场再次流行某
一品种的时候，就能帮助其他花农
一起培育，带动经济发展。”

根据辖区花农实际需求，该街
道人大工委也不断延伸“花事”服

务项目，依托方桌会议和圆桌会议
两大议事平台，量身定制向花农提
供扶危济困、技术指导、区域花事
交流、苗木信息趋势分析等多元化
服务。

前不久，考虑到辖区有两户花
农生产困难，孙安国就联系几名人
大代表进行了走访慰问。“这是通过
方桌会议确定下来的，会上大家募
捐农资，第二天就给他们送了过去，
还进行了技术指导。”孙安国介绍，
圆桌会议一月两次，议题设置面比
较广，而方桌会议主要是商讨圆桌
会议外的临时紧急事项。

花事“零距离”，服务全方
位。如今，“花木驿站”编织了一
个集产品研发、技术培训、拓展销
路于一体的网络体系，花农们只要
通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台
就能及时掌握动态信息，不仅加强
了花农与政府、市场的联系，还增
加了花农之间的有效交流，抱团共
闯市场。

根据需求量身定制“花事”服务项目

北仑：“花木驿站”为农代言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黄
芳） 为破解群众办理身后一系列事
项存在“跨区域、断点式、标准不
统一、群众来回跑”的问题，近日，
鄞州、海曙、江北三区实施身后“一
件事”跨区协同联办。今后，只要死
亡地、户籍地、参保地在三区内的人
员，家属可到就近的医疗机构网点
设立的身后“一件事”联办窗口，一
次办完所有事项。

记者了解到，因鄞州、海曙、
江北三区地理位置集中连片，往来
三区工作、生活的市民十分普遍，
户籍地、参保地跨区分布的情形已
是常态。原先跨区跑身后事，要去
卫健、公安、人社、医保、民政、
残联等部门办理，还要应对每个区
不同的办事标准。

针对这一痛点，鄞州、海曙、
江北三区开放系统，打造“跨区联
办网”；将三区范围内的各级医疗
机构集约覆盖，形成“跨区联办
点”；将联办事项涉及的三区卫
健、公安、人社、医保、民政、残
联等部门组成“跨区联办团”，通

过机制共识、系统互联、网点布
设、部门集群，全面推进跨区域身
后“一系列事”转变为“一件事”。

今后，死亡地、户籍地、参保
地在三区内的人员，逝者家属只要
就近到卫生医疗机构签发死亡证
明，经办人员会将逝者相关信息及
证明采集上传至“联办系统”，系
统根据逝者的户籍地、参保地自动
推送至相应辖区的公安、人社、民
政、残联等部门以及当地镇 （街
道)、村，各单位能在第一时间接
收并确认信息，并联开展待遇停发
等业务操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三区联办身后“一件事”，因联办

系统与医院、民政死亡人员信息库
同步实现了互通，联办对象由原先
只面向家里或养老机构死亡的人员
覆盖至在我市医院或异地死亡的人
员，受益群众面更广。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体验，此次
跨区联办在办事细节设计上不断加
码，推行死亡证明“云打印”“微
代办”服务，死亡证明上传系统电
子化后，各联办单位即作为材料认
可并开展业务受理，群众后续办事
不再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对于行动
不便的家属，可由村 （居） 委会干
部代办死亡证明，让“伤心事”办
得更宽心。

鄞州海曙江北实现身后“一件事”跨区联办

护航新时代

聚焦“最多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赵宁） 昨天，奉化区溪口镇葛
竹村文化礼堂人声鼎沸，成了欢
乐的海洋。天一荟艺术团为村民
送上了一场精美的文化盛宴。

演出在李雪表演的京剧反串
《梨花颂》《贵妃醉酒》 中拉开序
幕。奉化区原曲协主席朱玉兰表
演的国家非遗宁波走书 《弥勒种
桃》 引人入胜，唐寅表演的宁波
评话 《好人阿斌哥》 催人泪下，

《美猴闹春》、滩簧甬剧 《洞房》、
魔术、变脸等节目，让观众们的
掌声一阵赛过一阵。葛竹村“第
一书记”赵立年客串表演的快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国家一级演员、
戏剧梅花奖得主张小君表演了越

剧《金玉良缘》，村民们直呼“再
来一个！再来一个！”在观众的呼
声中，张小君又唱了 《亮眼哥》
选段。

演出过程中，主持人汪平挥
毫泼墨，为 95岁的单相朝、单招
娣送上了他的墨宝。

据悉，文化品牌活动走进文
化礼堂项目是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为活跃基层文化活动、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而推出的文化惠民活
动。将依托天一荟艺术团，组织
梅花奖得主王锦文、张小君等名
家名角和各地的戏曲爱好者同
台，将群众喜爱的剧目送到群众
身边。今年将组织 1600余场活动
输送到全市各个乡村，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文化品牌活动走进山村文化礼堂

天一荟艺术团
将送1600余场活动下基层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胡志汉）

“我是宁海人！”昨天上午，一本新
的教材引起了宁海县长街镇岳井
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兴趣。“这是讲
我们宁海的书，里面好多地方我去
过，好多故事我听过。”六（一）班学
生王士硕兴奋地说。

由宁海县方志办和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组成的编写团队通过走
访县内名人故居、档案馆和核心企
业等，历时两年时间编写完成了

《我是宁海人》。全书分宁海风云、
红色宁海、宁海乡贤、宁海名胜、宁
海新貌等 7 个章节，涵盖地方民
俗、特产、戏曲、名人等，内容兼具
人文性、社会性和知识性，贴近少
年儿童的认知接受水平。

为遵循孩子们的认知特点，教

材图文并茂，让学生由喜欢到认
识，再由感悟到内化。同时合理设
置教材进度，通过“寻觅古文明时
代的宁海”“还原历史变革中的宁
海”“感受革命潮流中的宁海”“认
识新时代发展中的宁海”4 大板
块，循序渐进地将宁海千年历史娓
娓道来，让孩子们从宁海的地理、
历史、人文中感受宁海人“正气、硬
气、大气”的品质，树立起建设家乡
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热爱宁海’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愫，乡土
历史正是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素材。”宁海县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是宁海人》目前的发
放对象主要是全县小学六年级学
生，新学期有 8000多名学生拿到
了这本书。

乡土教材《我是宁海人》亮相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通讯
员沈宁） 昨天下午，2019 宁波国
际旅游展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落
下帷幕。本届展会凸显文旅融
合，惠民生促消费，8月30日至9
月 1 日共吸引 10 万人次进场，累
计实现销售额逾 8100万元，与去
年基本持平，其中线路展销行情
看好，比去年增长30%。

在当前消费市场低位运行的
情况下，本届旅展积极调动旅游
企业积极性，全面挖掘市场潜
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优质优惠
的旅游线路。飞扬、国旅、中青旅等
旅行社积极开拓欧洲市场，推出的
希腊、俄罗斯、冰岛以及中东欧国
家新线路受到市民的追捧。达人旅
业、宁波万达则在开辟国内市场方

面做足功夫，推出的新疆、贵州、青
海、重庆、湖北等地的线路价廉物
美，大受欢迎。

今年旅展策划、组织本地特
色旅游产品参展。民宿馆区的奇
遇谷平时 688 元、1088 元的床位
对折销售；白金民宿龙观禅那平
时2699元的床位只卖1500元。达
人旅业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推出

“方特 158 元”“慈城 9.9 元”“科
探中心 0 元游”等特色促销，吸
引了众多游客抢单。

此外，今年旅展还结合文旅
消费季推出“宁波人游宁波”活动，
精选 10条本地“文化游”“山海游”

“都市游”一日游、二日游线路展
销，3天内通过“线上文旅交易会”
和现场下单600多单。

宁波旅展
3天销售逾81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象山
县委报道组陈光曙 通讯员陈
挺） 记者近日从象山获悉，经农
业农村部专家组考核验收，该县
最近成功创建我市首个国家级渔
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象山是全国渔业大县、中国
水产之乡、省水产养殖强县。近
年来，该县以发展绿色生态渔业
为主线，以水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为抓手，以渔业科技创新为引
领，推进传统渔业向生态、绿
色、质量渔业转变，实现渔业产
业化、组织化和品牌化，渔业健
康养殖呈良好发展态势。

推行标准化生产，提升绿色
健康养殖水平。象山建成2.5万亩
标准化健康养殖核心示范区，创
建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 9 家，工厂化养殖全部实现循
环水养殖，水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100%；建立养殖生产、药物使用
和产品销售 3 项记录，建成养殖
尾水治理示范点 16个，今年将新
建 30 个尾水治理示范点。目前，
全 县 渔 业 养 殖 标 准 化 率 达
63.5%，渔业机械化率达75.6%。

主导产业集聚，科技示范引
领。该县分别建成西沪港低碳健
康养殖示范区、象山中部三疣梭

子蟹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区、大塘
港南美白对虾健康养殖示范区、
南部紫菜健康养殖示范区，并实
施泥蚶、大黄鱼两个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场项目。值得一提的
是，象山先后突破大黄鱼新品种

“甬岱 1 号”、小黄鱼、银鲳、乌
贼等规模化繁育，其中小黄鱼、
银鲳、乌贼苗种繁育填补了国内
空白。

产业化、组织化程度高，让
养殖户握指成拳。全县 41家渔业
龙头企业和 119 家水产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一头连农
户，一头连市场，通过集成利用
资金、技术等要素，抱团参与市
场竞争，有力推进渔业生产经营
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目
前，全县水产养殖规模化程度达
62.96%。

坚持渔业品牌发展策略，健
康养殖叫好又叫座。“象山梭子
蟹”“象山紫菜”“象山大黄鱼”
和“南田泥螺”4 个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品牌价值达 24.7 亿元。此
外，该县还拥有“石昌”“宁港”
等省级名牌产品 6 个、市级名牌
产品 12 个、浙江著名商标 9 个、
其他普通商标 73个，品牌化经营
情况较好。

象山成功创建全市首个
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这几天，全国各地陆续开学。“在宁波到绍兴的城际列车
上，我们为乘客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乘客的点赞让我感到我
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俞史
浩同学开心地说。

昨前两天，该校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的 10多名老师和学生
在宁波开往绍兴的城际列车上发挥专业特长，为乘客量血压、
测血糖、检测听力，并开展康复评估、健康管理、营养宣教等
服务，受到乘客的好评。 （蒋炜宁 高洋 摄）

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

给乘客送健康给乘客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