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上海 8月 13日电 上

海市交通主管部门 12日～13日首

次联合上海市通信管理部门，对

“滴滴”、“美团”、“享道”、“首

汽”等互联网出行平台开展执法

检查。据悉，执法部门仅 7 月已

向滴滴出行和美团出行分别开出

累计 550万元和 147万元的罚单。

13日上午，上海市交通主管

部门和上海市通信管理局的联合

检查人员对滴滴出行上海分公司

进行检查。交通执法人员抽查比

对了上海市网约车监管平台的实

时订单数据和滴滴出行平台派单

情况，检查平台是否存在为无资

质车辆派单的违法行为。

联合检查组发现滴滴出行平

台为不具备营运资格的驾驶员或

者车辆提供召车信息服务，现场

向滴滴出行上海分公司开出 《行

政处罚决定书》，共罚款 20万元。

据介绍，上海市交通执法部

门 7月累计对滴滴、美团等 14个
平台共计检查 21 次，对平台未

完成清退平台内不合规车辆、未

全量数据推送等违法行为开出罚

单 114 张。其中，滴滴出行被罚

550 万 元 ， 美 团 出 行 被 罚 147
万元。

针对各大平台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且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情况，根据相关法规，上海市交

通执法部门将提请通信管理部

门，根据执法检查情况依法依规

处置，直至作出暂停发布、下架

APP或停止互联网服务、6个月内

停止联网、停机整顿处置等处

罚。⑥5

上海：

重罚网约车平台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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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的扶贫政策，感谢庙

岗村脱贫责任组和所有帮助过我

的人，是他们不遗余力的帮扶，我

家才能从苦日子中解脱出来。”家

住内乡县湍东镇庙岗村的脱贫户

彭明军激动地对该县扶贫办的同

志说。

现年 56 岁的彭明军原本生活

并不贫穷，但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

彭明军患上脑瘤，在医院治疗花费

十几万元。出院后常年用药，没过

几年他再次犯病，又花了数万元，加

上孩子正在上学，这个家庭已不堪

重负。村里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

向上级部门反映，将他家纳入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

该镇党委、政府考虑到彭明军

家的实际情况，给其办理了低保，孩

子上学也享受了“两免一补”政策，

各种帮扶措施一样不少。彭明军在

身体慢慢恢复以后，就想着如何早

日脱贫致富。

“我早就想做点什么了，苦于家

里条件太差。后来想到了养猪 ,每
天只要花半天时间就可以，还能干

点别的!”彭明军在湍东镇政府工作

人员王红捷的帮助下，利用到户增

收的 5000元资金垒起了猪圈，又借

钱买了 20 头猪发展养殖业。他苦

心钻研养猪门路，遇到问题，主动向

别人请教，经过近一年的喂养，彭明

军卖了 15头猪，纯收入超过 1万元，

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除了养猪，种植花生、玉米等农

作物外，彭明军的妻子程国芹主动

到一家村办的服装厂干活，服装厂

实行计件工资，有活儿了就去干，没

活儿时就回来干农活，两头跑两头

挣，收入有保障。在镇、村的持续帮

扶支持下，彭明军夫妻二人信心满

满，干劲十足，经过他们的辛勤劳

动，于 2017年年底光荣脱贫。⑥5

老 彭 夫 妇 脱 贫 记

本报讯 （通讯员李肇峰）日

前，邓州市相关部门对该市所有已

经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

行了摸底排查，清查出相当数量的

“空壳社”。

该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已经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名单，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税务局等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联

合进行摸底排查，并建立专项工作

台账。截至目前，已经清查出 179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空壳社”。

其中，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的 88
家，因经营不善已经停止运行的 54
家，无农民成员实际参与的 25家，

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 1家，失

去联系的 11家。

目前，该市对存在问题的合作

社正在区分类型，逐一核实，依法

依规进行清理。⑥5

邓州：

排查清理百余“空壳社”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廷）日

前，西峡县军马河镇相关负责人跑

遍了全镇 13个村 106户有学生的

贫困户，重点排查解决因学致贫问

题，圆了贫困学子的大学梦。

西峡县军马河镇认真落实好

扶贫政策最后一公里，将教育扶

贫、慈善机构扶贫、民间机构扶贫

专款专用，该镇主动走访贫困户

家，统一为他们寻找上学资金渠

道，以建卡贫困户家庭为对象，落

实各阶段资助政策和生源地助学

贷款优惠政策，整合行业资源支

持教育扶贫，扩大帮扶覆盖面，让

山区每一个贫困户的孩子都上得

起大学。⑥4

西峡：

保障贫困学生入学

走 基 层 讲 警 事
乳腺外科 尚宏清 8月16日

北大第三医院海淀院区外科主
任医师、骆成玉乳腺医疗集团核心
专家

师从我国著名普通外科专家孙

家邦教授。从事普通外科临床工作

2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先

后完成北大三院第一例乳癌前哨淋

巴结活检术等先进技术。2012年作

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卡罗莱纳医

学中心交流学习。现为北京乳腺病

防治学会预防与保健专业委员会委

员，海淀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

海淀区劳动伤残鉴定专家。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文章 15 篇，预约电话：

61558212。
疼痛科 唐元章 8月16日、17日

北京宣武医院博士、主任医师、
疼痛中心专家

专业擅长：1.颈椎病：颈型颈椎

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颈性眩晕、颈

源性头痛、神经根型颈椎病。 2.腰
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背

肌筋膜炎，腰椎小关节紊乱症，脊神

经后支痛。3.肩周炎、膝关节病、网

球肘、踝关节炎症等各种关节疼痛

疾病。 4.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

遗神经痛、舌咽神经痛、蝶腭神经痛

等各种顽固性疼痛疾病。5.股骨头

缺 血 坏 死 早 期 ，预 约 电 话 ：

15838710980。
儿科 原春青 8月17日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主

任医师，教授，原业务副院长
专业擅长：儿科常见及疑难病

症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儿童身

高管理（饮食、睡眠、运动和情绪调

控指导）、儿童生长偏离早期预警和

儿童身高管理健康讲座，预约电话：

13937797039。
心理科 梁军 8月17日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
专业擅长：擅长精神心理疾病和

心身疾病、双心医学心理问题的诊

治，尤其擅长治疗各种失眠、精神分

裂症、神经官能症、抑郁、酒精依赖、

焦虑、更年期综合征及小孩多动抽动

症等，预约电话：13937797039。
风湿免疫科 舒晓明 8月17日

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副
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风湿免疫科常见及

疑难病症的诊断与治疗，擅长各种

关节炎的综合诊治、强直性脊柱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及结缔组织

病相关的间质性肺炎的诊治，预约

电话：13937797039。
超声科 刘玉江 8月17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主要从事介入超声

工作，特别擅长甲状腺、乳腺疾病等

的超声诊断和介入治疗，主要包括

甲状腺、甲状旁腺肿瘤微波消融治

疗、肾脏肿瘤微波消融治疗、肝癌射

频消融治疗、乳腺结节微波消融治

疗、剖宫产术后腹壁子宫内膜异位

消融，下肢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治疗，

假性动脉瘤凝血酶注射治疗；各类

浅表及内脏肿瘤穿刺活检（甲状腺、

乳腺、淋巴结、肝、肺、肾、胸膜、纵隔

等多脏器肿瘤）；常见置管引流（胸

腔、腹腔、心包等积液积脓、胆囊及

肝内胆管穿刺引流；颈内静脉、锁骨

下静脉、股静脉、腘静脉穿刺置管）；

乳腺旋切治疗；肝、肾、肾上腺及卵

巢囊刺酒精硬化治疗；肝血管瘤硬

化治疗等，预约电话：13937797039。
眼科 高延庆 8月18日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底病二

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专业擅长：在眼底病、眼外伤、

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的诊疗方面

具有丰富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视网膜脱离、儿童眼底病

及眼外伤的诊断和治疗，预约电话：

13507639475。
血管外科 曾嵘 8月24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血管外科常见病

及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擅长血

管外科动静脉疾病的诊治，在腹

主动脉瘤、胸主动脉瘤、主动脉

夹层、内脏动脉瘤、腘动脉瘤、

颈动脉狭窄、锁骨下动脉狭窄、

肾动脉狭窄、肾动脉瘤、颈动脉

体瘤、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肠

系 膜 动 脉 疾 病 、 肠 系 膜 动 脉 夹

层、腘动脉限迫综合征、糖尿病

足、深静脉血栓、静脉曲张、透

析通路的建立等疾病的诊治方面

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预约电

话：15137791626。
南石医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特

邀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专家来院开展
心脏外科手术，免专家费。

咨询电话：13569229578 6

北京、郑州知名专家本周坐诊南石医院

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 周某

常因喝酒误事，女朋友就劝他少

喝酒，但是周某却说女朋友多管

闲事，女朋友与他分手，他又拿

把水果刀要自杀。8月 9日凌晨 2
时许，在内乡县公安局大桥派出

所，清醒后的周某后悔不已。

8月 8日 21时许，内乡县公安

局大桥派出所灵山警务室民警刘

兴隆和辅警梁朝文完成入户走访

工作返回途中，看到路边两男一

女在争吵，二人连忙下车了解情

况。走近一看，刘兴隆发现其中

一男子手中拿把水果刀架在自己

脖子上，旁边一男一女正在对该

男子进行劝说。刀架在脖子上的

男子满身酒气，口齿不清大声呵

斥让周围人离他远点，扬言要

自杀。

由于该男子情绪激动，听不

进去任何人劝说，为避免男子

有过激行为，刘兴隆劝说男子

放下刀，梁朝文慢慢绕到男子

身后，伺机一把抓住男子握刀

的手腕，并夺下水果刀。夺刀后

民警将 3 人带回派出所，对该男

子进行强制醒酒。同时经询问

得 知 ， 该 男 子 周 某 是 大 桥 乡

人，当晚与朋友一起喝酒，女

朋友看他喝得太多，劝他不要

再 喝 了 。 结 果 ， 周 某 酒 劲 上

头，不但不听女朋友劝阻，还

呵斥女朋友多管闲事，气愤不

过的女朋友在酒席结束后向周某

提出分手，周某想不开便拿出水

果刀要自杀。经过 3 个多小时的

醒酒，周某终于清醒过来。民警

再次耐心细致地对周某进行心理

疏导和劝解，周某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后悔不已。6

情场失意要自杀
走访民警夺利刃

“您小车的免年检期限即将到

期，可在微信公众号线上年审。”日

前，福建泉州许先生根据这条短信

提示，搜索到名叫“福建车辆年检”

的公众号，通过链接被诱导到一个

网址，输入了银行卡号、发动机号、

卡密码及短信验证码，被骗走 2000
元。

看病、开卡、办事，上微信公众

号预约一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人习惯在微信公众号上处理事务。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骗子们

如今开始利用仿冒官方微信公众号

进行诈骗，有的通过取“高仿名”冒

充正规机构，有的通过造假、借用他

人工商执照、法人信息注册微信公

众号实施诈骗。

小 心 掉 进“ 高 仿
号”圈套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都认

为公众号可信度较高，操作时很少

点开详细资料了解公众号的注册、

认证背景等。

浙江的陈女士就曾因为关注了

一个虚假的微信公众号，导致新办

理的信用卡被骗消费上千元。办理

了交通银行的信用卡后，为方便日

后查账，陈女士在微信中找到了一

个名为“交通银行中心办卡进度询

问”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后，陈女士打通页面上提

供的客服电话，接电话的男子自称

是交通银行的“客服”。该“客服”让

陈女士提供信用卡账号和手机号

码，并称随后会发验证码到陈女士

的手机上。

陈女士按照对方的指示，将收

到的四条验证码全数报出。在即将

报出第五个验证码时，陈女士突然

意识到验证码不能随意告诉陌生

人。陈女士立刻挂断了电话，并拨

打了交通银行的官方咨询热线，但

为时已晚。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陈

女士，其信用卡已被消费 4笔，合计

1414元。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表示，

除了冒充金融部门公众号诈骗，这

两年还出现假冒网络贷款、购物网

站、中介机构等公众号的诈骗案。

官 方 认 证 号“ 黑
市”全套代办

根据注册主体的不同，微信公

众号分为个人号和企业号，企业号

服务号可以获得链接到外网等更多

权限，经认证的公众号甚至可以开

通支付通道。申请官方认证需提交

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信息等资料。

记者搜索发现，微信平台上能

查找到一批类似“扫码支付助手”、

“支付平台助手”、“银行卡安全助

手”、“动感地带 10086”等看似“官

方”的公众号，点击查询这些公众号

的详细资料，才发现竟是无相关营

业资格的个人号。

此外，经微信官方认证的公众

号也被造假者盯上。在电商平台

上，记者发现不少声称可以“公众号

定制、名称自取，极速通过公众号、

服务号、订阅号、小程序注册和认

证”的商家。

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商家告诉

记者，缴纳 680 元可注册经微信官

方认证的企业号；微信要求的营业

执照、银行对公账户、法人信息等资

料可以全由该商家包办，公众号平

时运营完全交给记者。

记者提出要将该号用于放贷，

可能要从公众号外导至其他付款网

页，因为和该公司合法的营业范围

是“两张皮”，担心微信方面会审查，

卖家表示“微信方面完全不会管，可

以放心运营”。

资料显示，微信认证每年要收

取 300 元，是支付给第三方专业审

核机构的审核服务费用。记者致电

其中一家第三方审核机构——成都

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

司客服告诉记者：“首次认证完了，

管理员平时如何操作，做些什么，公

司都看不到，也不会管，只是每年年

审时再次核实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等相关资料。”

专家建议平台负
起责任

业内人士指出，微信公众号在

名称和资料审核、日常运营等方面

还存在漏洞。根据电子商务法等有

关法律的相关规定，互联网平台要

承担起主体责任，应依法加强对平

台内各经营者的管理，特别是对金

融、政务、支付等相关行业公众号要

着重进行人工审核，提升开设门槛，

避免其沦为诈骗工具。

微信官方团队回应，在微信公

众平台开设公众账号的用户，需要

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从事违

法或违反《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

及相关规则的行为。平台现在对公

众号涉及“银行”这一类的命名，均

严格要求申请者需提交相关金融资

质才可命名；上文提到的“银行卡安

全助手”公众号属于注册时间较早

的账号，平台已要求其 7 天内改名

或更换有资质的主体，如到期未调

整，将直接清空名称。

“对于仿冒公众号等行为一直

都在打击，最近还进行了专项处理，

处理了一批仿冒诗词书画大赛、假

冒家电售后维修、假冒高收益理财、

假冒快递理赔等违规账号。”微信相

关负责人说。

网信安全与信息化专家李洋表

示，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假冒微信公

众号“钓鱼”，一般需注册第三方钓

鱼网站域名并开发实现对应所需的

诈骗功能，打击此类“钓鱼链接”，需

要平台对接国家级统一的钓鱼网站

信息库，监管部门与平台协同发力。

微信官方团队提醒用户，使用

前先点击公众号右上角“…”-“更多

资料”，查看公众号的具体信息，假

冒官号的主体大多是一些个人、个

体工商户或非对应的主体。不过，

多数消费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让消费者“擦亮眼”是防骗的一

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服务的

微信平台不能“甩锅”，要真正负起

责任来。

（据新华社）

当心 高仿微信公众号“钓鱼”诈骗

百姓故事

8 月 12 日，油

服中心工程维修

大队抢修人员在

T445 井抢修更换

减速箱，全力以赴

保生产 ⑥5
通讯员 张明

海 摄

今日关注

据新华社长沙 8月 11日电 长

沙市发改委与市教育局近日联合

出台措施解决“三点半难题”，明

确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标准

为每期每生不超过 1000元。

长沙市规定，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必须坚持

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中小学开

展校内课后服务工作，要事先充

分征求家长意见，并签订相关协

议。在课后服务时间上，义务教

育阶段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时

间安排在周一至周五 （节假日除

外） 放学后。各学校校内课后服

务具体时段为：小学阶段原则上

不少于两个课时，初中阶段按实

际课时计算。

长沙市规定，按照公益性非

营利原则，有条件的地区财政应

加大投入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

校内课后服务；不具备条件的地

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

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

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

据 长 沙 实 际 实 行 最 高 限 价 管

理——每个学生收费标准最高不

超过 1000 元 /期，各校具体收费

标准由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审

核 课 后 服 务 工 作 方 案 时 一 并

明确。

长沙市还规定，优先保障残疾

儿童、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双职工子

女的校内课后服务需求。对建档立

卡困难家庭子女提供免费校内课后

服务。⑥2

长沙：

出台“限费令”服务有遵循

⬇ 信息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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