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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周国亮 林维杰

“引流”是诈骗手段翻新的一
种方式，犯罪嫌疑人通过加微信、
QQ 等，完成诈骗前期准备，再由
诈骗集团对受害人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昨天晚上，宁海县公安局通
报：警方刚刚捣毁一个网络“引
流”团伙，23 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今年 8 月上旬，宁海县公安局
反诈分中心接上级部门线索：宁波
某小区附近有一个诈骗窝点。民警
立即展开侦查，发现目标区域多商

业及办公场所，还有不少出租房，
环境相对复杂。侦查工作一时间陷
入了困境。

所幸，在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后，
警方成功锁定了窝点的大致位置并
确认了主要犯罪嫌疑人叶某、杨某、
葛某的身份。8 月 25 日，宁海警方
开启抓捕行动：其中一路在经过数
小时的蹲守后，终于等到叶某出
现，随后冲入窝点将其控制；另一
路则前往杨某的住处实施抓捕。

“第一组抓捕较为顺利，叶某
落网的同时，我们在现场收缴了大
量的手机、耳机以及电话卡，另外
还抓捕了 10 余名犯罪嫌疑人。”宁
海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第二组在抓捕杨某等人时出现了不
少“意外”。所幸民警王逸晨有急
智，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悉，抓捕组冲进杨某的住
处，当场就抓获杨某、葛某、施某
三人。在进一步搜查时，王逸晨发
现窗台上留有脚印，有犯罪嫌疑人
在他们冲进抓捕的时候潜逃了。王
逸晨立即示意队友提高警惕，因为
从现场情况来看，对方走得急，衣
服裤子都来不及穿，相当有辨识
度。

王逸晨让同事蹲守在大楼出
口，准备用“笨办法”，一层层搜
索过去。就在这时，看到有一男子
拿着一袋衣服走进电梯，他敏锐地
意识到这人极有可能是给潜逃者送
衣服的。于是，他不声不响地跟着
他到了 9 楼，找到了那名潜逃的男
子，并将两人控制。

至此，这次抓捕行动告一段
落。宁海警方共抓捕包括团伙头目

杨某、叶某、童某在内的犯罪嫌疑
人 23 名，扣押涉案电脑 10 台、涉
案手机 50 余部、电话卡数百张。
经连夜审讯，警方获悉，犯罪嫌疑
人杨某分别与叶某、童某合股建立
团队，通过打电话的方式为电诈分
子“引流”。他们先是通过网络招
聘话务员，之后“人带人”，如今
已有 30 余名话务员。

“这个团伙就是以招聘兼职为
由，拨打受害人电话，诱导其添加
QQ、关注公众号。”民警说，这
一 步 就 叫 “ 引 流 ”。 警 方 抓 捕 当
日，犯罪嫌疑人叶某等人正在对新
人进行面试，试图招兵买马，扩大
团队规模⋯⋯

目前，杨某、叶某、童某等
12 名主要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公
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宁海警方捣毁一电诈“引流”团伙
23人落网

郑建钢

据 昨 天 的
《宁波日报》 报

道，6日上午，正在海曙区月湖菜
市场内挑选鲜猪肉的李女士，在区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引导下，用手
机扫码经营户铺位上的“浙食链”
码，瞬间跳出“浙食链”食用农产
品追溯页面，只见“商户商品”栏
的鲜猪肉已经有了一个绿色的码。

“买有‘绿码’的猪肉牛肉更安
全。”李女士表示。

看到“浙食链”码，消费者的
第一反应是：“在售猪肉的来源、
相关检验合格证明、商户信息等都
能看到，这样吃得也安心。”

向市场提供无公害食用农产
品 ， 确 保 老 百 姓 “ 舌 尖 上 的 安
全”，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严加检
查，加强管理；另一方面，需要用
智慧打造，提供追溯系统的技术支
持，由消费者通过扫码获取该经营

者售卖的食用农产品是否为“绿
码”及相关来源信息，形成来源可
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
流通安全追溯链条。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
老百姓来说，菜市场出售的猪肉、
牛肉是否含有非法添加成分，是不
是“注水肉”，进口的冷冻猪牛肉
是否获得了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是天大的事情，关系到食品安全。
随时随地买到让人放心的食用农产
品，是老百姓翘首以盼的大事。

“浙食链”码从上游经营者完
成进货查验和扫码交易，到农贸市
场经营户、配送企业、零售商户、
餐饮单位等下游环节经营者，都需
要查验并确认猪牛肉的“绿码”信
息，并进行电子归档。这样打造出
来的“绿码”，才是消费者的放心
码，才能让民生拥有更多食品安全
获得感。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浙食链”码是消费者的放心码
本报讯（记者邱韵）9 月 3 日，

本报根据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
众留言板上的网友投诉，对东部银
泰城德厚街地下车库恶臭熏天、污
水横流、垃圾狼藉的情况进行了曝
光。鄞州区邱隘镇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前往东部
银泰城了解情况。目前，整治工作已
见成效。

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来
脏污不堪的地下车库电梯口地面已
经非常干净，头顶管道的“白虫”
状渗漏液体也进行了清理，现场已
基本闻不到臭味了。车库里，照明
灯全部打开，垃圾都已被清理。其
他区域的环境卫生也大为改观，部
分整治工作仍在进行中。

记者从邱隘镇政府了解到，本
次行动共分为 5 个片区，分别是德
厚街沿线店铺、商业街一二三层以
及下沉广场，出动邱隘镇综合行政
执法中队、派出所、交警等相关工
作人员 40 余人。

曝光中的脏污电梯口地面属于
下沉广场区域。东部银泰城商管亚
太物业用高压水枪对该处地面和其
他脏污地面进行了清洗，破损的瓷

砖和墙壁被统一修复。车库内清理
出垃圾 30 余车。

针对德厚街沿街跨门经营、污
水倾倒等乱象，相关部门还协同商

业街管理方绿城物业进行了规范，
路面上破损的广告牌和玻璃门上
的违法张贴被清理或更换。德厚街
231 弄内一二楼路面油污已用高压
水枪配合火碱反复冲洗。三楼顶上
的玻璃棚也进行了清洗。

东部银泰城卫生环境为何如此
不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主要原
因是由于地下车库以及部分下沉广
场区域管道破损，导致污水渗漏。
绿城物业现已进行维修。东部银泰
城德厚街一侧的商业街由于产权分
散，绿城物业和亚太物业管理权限
模糊，导致许多地方成为管理盲
点。为了整治后能保持整洁状态，
由镇政府牵头，对两家物业进行了
约谈，明确了管理权限。邱隘镇相
关单位将持续关注东部银泰城周边
环境问题。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通
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

《东部银泰城德厚街地下车库恶臭熏天》续

东部银泰城全力进行整治

本报讯（记者张昊 通讯员
肖圣华 吴海霞）“师傅，红灯还
亮着，请在绿色区域等候。”昨日
下午 5 点多，晚高峰时期的鄞州
区钟公庙街道四明中路宁南北路
口，两名穿着红马甲的年轻志愿
者，挥动小黄旗，开展文明交通劝
导。

文明交通，传递的是一种文
明风尚，赋予的是这座城市无限

的温暖与安全。为了进一步弘扬
志愿服务精神,不断提升市民出
行安全意识，营造和谐文明交通
新风尚,鄞州区日前广泛发动和
培训文明交通志愿者在重要交通
路口早晚高峰，开展文明交通岗
安全秩序维护志愿服务活动，助
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标杆区创建
工作。

在现场，记者看到志愿者身

穿红马甲或蓝色志愿者文化衫，手
持小黄旗，协助交警维护路口秩序，
引导行人文明礼让斑马线，劝阻闯
红灯、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

“志愿者所在的路口高峰期间
交通压力大，时而有骑电动车不戴
头盔以及违规载人、行人不走斑马
线等不文明现象发生。”钟公庙交警
中队副中队长李力锋说，志愿者助
力文明交通，不仅能够缓解警力不

足的压力，还能通过引导，促进市民
进一步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90 后”志愿者张夏莹告诉记
者，她看到交通文明志愿服务活动
信息后，就第一时间通过“鄞领志愿
银行”小程序报名：“我是一名注册
志愿者，哪里有需要就会出现在哪
里，文明出行是创建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志
愿服务，把爱心传递给更多人。”

鄞州青年志愿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郑
潇琳） 昨日上午，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象山分院在象山县第
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揭牌
成立。

据悉，浙大一院将与象山一院
医健集团在经营管理和学科建设
方面进行合作。按协议，浙大一
院将向象山分院派驻一名常务副
院长和若干名管理干部以及专家
技 术 团 队 ， 在 管 理 、 科 研 、 技
术、教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
扶持。

建立浙大一院互联网医院象山
分院，打造数字化医共体模式；实
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与
象山分院联网，打造数字化医共

体，深化 MDT、会诊查房等资源
共享。建立检查互认制度，畅通上
下级医疗信息交互通道，便捷开展
预约诊疗、双向转诊、健康管理、
远程医疗等服务。

以浙大一院托管为契机，高质
量建设浙大一院象山分院 （健共
体），利用五年时间成功创建宁波
南部地区首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达
到 A 级，健共体建设成为全国的标
杆，打造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与地
方政府合作推进综合医改的创新示
范项目。

昨日，浙大一院还在象山举行
了大型义诊活动，并开展学术讲
座。

浙大一院象山分院揭牌

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杨 亚 向娴华

“那一串串足迹连着回家的路，
你年轻的脚步，却永远停在了那里。
我时常在想，你们也能听到胜利凯
歌，该有多好⋯⋯”这是《盛世中华，
接你回家》的一段视频文字，也是让
浙江万里学院 20 级供应链管理专
业学生热泪盈眶的开学第一课场
景。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梁立
新以 9 月 2 日第八批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从韩国回归祖国作为课
程导入，用志愿军保家卫国的爱国
主义精神激励学生立志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

9 月 6 日，浙江万里学院正式开
学，该校把“四史”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各任课老师精
心准备，为学生们献上了一份丰盛
的爱国主义教育大餐。

该校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教师
陈金龙在讲解中国网络营销发展的
影响因素及时代特征时，着重介绍
了网络消费者情感对消费需求的影
响，尤其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爱国情
怀和民族感情。在课堂上，陈金龙以
今年发生的“鸿星尔克捐款事件”

“新疆棉花事件”作为案例，从正反
两个方面强调了“在互联网时代，有
一种营销力量叫‘民心所向’”。

在汪广松老师的《武侠小说导
读》课堂上，他从“武”和“侠”两个字
为同学们讲解：“年轻一代需要有危
机意思，培养阳刚之气，斗争精神。
金庸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我们学习武侠小说导读，就是要
培养和加强家国情怀，树立为国为
民奋斗的精神品质。”

“而今，恰逢盛世，我和我的同
学一定会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
越，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听完汪广
松老师的讲解，汉语言文学 191 班
的屠添瑜深受感动，他表示，新学期
会继续努力深入学习党史和专业知
识，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自己的
成长之路指明方向。

据了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
学第一课是浙江万里学院的传统。
在平时的教学中，浙江万里学院也
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其中。“老师们
结合课程思政，通过润物无声的方
式对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达
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
人’的效果。”浙江万里学院党委副
书记王伟忠介绍，该校将爱国主义
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永恒
主题和重要内容，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构建了课程思政、日常思政、
生活思政互嵌互联的“大思政”格
局。

浙江万里学院：

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

下沉广场工作人员在清扫。

（邱隘镇供图）

新 闻 追 踪

昨日，在铁路宁波站区域，不少穿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正在引导乘客购票。为助力
宁波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海曙区南站综管办牵头成立了区域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加强同铁路宁波站、汽车南站、轨道交通等单位的沟通联系，常态联动，“一盘
棋”抓创建。 （徐能 沙燚杉 摄）

红马甲志愿者

工作人员在清理地下车库垃圾。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程冰凌 李楠）“现在不用带医保
卡，通过手机马上申领激活医保电
子凭证，就可以直接扫码看病，而且
不在宁波参保也可以就医结算，太
方便了！”昨天一早，在杭州参保的
王女士来到海曙区中医医院求诊，
在大厅的自助服务终端机上，使用
医保电子凭证就完成了就医购药。

从今年 1 月起，海曙区医保局
为持续扩大辖区公立医疗机构开通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满足参保
群众异地就医需求，积极推进省内
和跨省异地就医费用“一站式”结
算。

7 月 1 日，市医保局打通了省外
临时就医“自主备案”渠道。省外出
差临时要看病的，可以在手机“浙里
办”APP 上通过事项“异地转诊人员
备案”办理“无转诊证明”的“自主备

案”，备案即时生效。
自主备案后，省外长三角区域

内的城市，在当地已开通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的医疗机构，门诊和
住院都可直接刷卡，省外非长三角
区域内的城市，目前仅住院可以直
接刷卡。

海曙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前期该局积极做好医疗机构申
报工作，督促定点医院在时限内完
成系统开发、测试工作，确保异地联
网结算高效运行。该局还委托第三
方公司，常态化开展异地票据核查
工作，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截至目前，海曙共有 40 家定点
医院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其中
该区 22 家公立医疗机构实现异地
医保结算全覆盖，海曙区省内异地
就医人次达 3.5 万，医保基金支出
410.8 万元。

海曙40家定点医院
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目前该区公立医疗机构已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