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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快评

根据全国、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行动及常态
化扫黑除恶斗争统一部署，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决定面向广大群众征集线索，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线索征集范围
▲养老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诱骗老年人以“办

卡”“充值”“投资”等形式预交高额费用，以及其他养老
服务领域涉诈问题；（二）商品住房销售中以“老年社
区”“老年公寓”“养老山庄”等“以房养老”名义进行虚
假宣传、诱骗老年人购买等涉诈问题；（三）养老机构内
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等涉诈问题；（四）以涉老“食品”“保健品”名义进
行虚假宣传、制售伪劣商品等涉诈问题；（五）打着投资

“养老项目”等旗号，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其他投资回
报等方式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诱骗公众特别是
老年人“投资”“理财”等涉诈问题；（六）以代办“养老保
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严重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诈骗违法犯罪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方面
（一）拐卖、拐骗、绑架、贩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二）

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三）伪造、变造出生证明的行
为；（四）收养被拐卖或者来历不明妇女儿童的行为；
（五）组织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乞
讨的犯罪行为；（六）其他相关涉拐的行为。（请失踪被
拐妇女儿童的父母子女和疑似失踪被拐人员主动到当
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 DNA 样本并补充完善相关信
息。）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非法前往、滞留缅北地区、金三角地区、阿联

酋等地，或者煽动、拉拢、串联、诱使他人前往上述地
区，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二）从事电诈“黑灰产”
链条犯罪，非法买卖、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非法
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为诈骗人员提供通讯设备、
技术维护等违法犯罪行为；（三）窝藏、包庇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人员，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等违法犯罪行为。
▲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方面
（一）教育行业领域：利用在校学生、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校园暴力欺凌、网络借贷平台诱骗学生“校
园贷”“裸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二）医疗行业领域：
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
过虚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住
院、串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三）金融放贷行业领域：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非法高利转贷、“套路贷”、非法催收
等违法犯罪行为；（四）市场流通行业领域：垄断经
营、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五）围标串标：挂靠
或借用资质投标、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潜在投标人
放弃投标，以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胁迫中标人放弃
中标、转让中标项目等围标串标、扰乱市场秩序违法
犯罪行为；（六）依法打击非法采矿、非法采砂、“矿
霸”“砂霸”，以采代探、无证越界采矿和破坏性采矿
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线索举报方式
电话举报：拨打110或0797-2535112。
电子邮件举报：市反诈联席办邮箱：rjfzlxb@163.

com；市扫黑办邮箱：rjsshceb@163.com。
直接举报：直接到各乡镇派出所或市扫黑办（公务

大楼724室）举报。
对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相关部门将根据有关

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举报受理单位、办案单位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确定专
人受理群众举报，对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情况严格
保密。凡泄露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相关情况或打
击报复举报人的，将依法从严追究责任。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敦促参与以上违法犯罪人
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瑞金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
2022年5月

关于征集养老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
违法犯罪线索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通告

英国又确诊2例猴痘病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 14日发表声明说，

英格兰又确诊2例猴痘病例，且与此前发
现的1例无关；由于猴痘不易在人际间传
播，因此对公众的总体风险“非常低”。

英国卫生安全局曾于本月7日宣布在
英格兰发现1名猴痘患者，这名患者近期
从尼日利亚返回英国。该机构介绍，新发
现的2名猴痘患者生活在同一家庭，与7
日报告的病例无关，感染源仍在调查中。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猴
痘病毒可通过密切接触由动物传染给
人，虽不易发生人际传播，但与感染者密
切接触也可能感染。人感染猴痘的初期
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背痛、淋
巴结肿大等，之后可发展为面部和身体
大范围皮疹。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
复，但也有感染者会出现严重疾病。

刚果（金）1970年发现首例人感染猴
痘病例。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网站显示，
猴痘主要由西非或中非部分地区的野生
动物传播，在英国感染风险非常低。该
机构建议，在西非和中非旅行时，可通过
用肥皂洗手、食用彻底煮熟的肉等来降
低猴痘感染风险。 郭爽

◀5月13日至15日，法国南部小城格拉斯举行第五十届玫
瑰花节，街头巷尾被盛放的玫瑰花和2800顶粉红伞装饰。拥有
“世界香水之都”之称的格拉斯特别适合蔷薇、茉莉等香水原

材料的栽培，拥有着众多的香水博物馆、试验室以及生产
厂。图为13日在格拉斯拍摄的街头一景。 来源：新华社

近日，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皮莱茨基”
轮满载出口摩洛哥疫苗工厂的整套设备，
从上海罗泾码头驶出。据悉，这家疫苗工
厂竣工后，可生产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
20 余种疫苗，满足非洲六成以上人口的
疫苗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秉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中国倡导并积
极践行“全球疫苗合作行动”，最早承诺将
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最早支持疫
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
疫苗生产合作，受到相关国家的热烈欢迎
和高度赞许。

5月12日，科兴控股（智利）有限公司
在位于智利首都大区的基利库拉举行疫
苗工厂开工仪式。工厂建成后，疫苗年产
能将达到5000万剂，主要生产新冠疫苗、
甲肝疫苗及流感疫苗等，助力智利实现疫
苗产业化。智利科技部部长萨拉萨尔表
示，智利恢复中断约 20年的疫苗生产具
有战略意义，将促进智利经济多元化发
展，推动知识和科技产业进步。

5月10日，中国政府援助贝宁第三批
新冠疫苗暨医疗设备交接仪式在贝宁卫
生部举行。贝宁卫生部办公厅主任阿科
贝托表示，中国不仅是第一个向贝宁提供
疫苗援助的国家，而且持续用实际行动践
行大国责任和担当，始终帮助贝宁抗击疫
情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为增进贝宁人民
健康福祉作出重要贡献。

5月 9日，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
任郭伟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以下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
主任专员拉扎里尼签署疫苗援助交接证
书。中国援巴勒斯坦境外难民的20万剂
新冠疫苗，此前已分3批交付近东救济工
程处，并分别运抵约旦、叙利亚和黎巴
嫩。拉扎里尼感谢中国政府长期的坚定
支持，赞赏中方援助推动疫苗公平可及，
维护巴勒斯坦难民健康。

4月23日，中国政府援助赞比亚第三
批新冠疫苗运抵赞首都卢萨卡肯尼思·卡
翁达国际机场。赞比亚卫生部常务秘书
拉克森·卡桑卡表示，这些疫苗助力赞比

亚与中国携手抗击疫情。他代表赞比亚
政府向中国政府的抗疫援助表示衷心感
谢。据悉，过去两年，中国先后 5次向赞
比亚援助抗疫物资和新冠疫苗。

同样在4月23日，中国政府援助瓦努
阿图第三批新冠疫苗等物资运抵瓦首都
维拉港。瓦卫生部总司长塔玛塔表示，中
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和帮助
瓦国家发展，对此瓦政府和人民深表感
谢。中方多次提供疫苗和防疫物资，增强
了瓦防疫能力，提高了瓦公共卫生水平，
有力保障瓦人民生命安全。

4月19日，中国援毛里塔尼亚疫苗援
助项目首批物资交接仪式在毛首都努瓦
克肖特国际机场隆重举行。毛卫生部长
达希代表毛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
民提供的无私援助和宝贵支持表示衷心
感谢。据了解，中国已累计向毛方援助
253万剂新冠疫苗，是向毛方提供疫苗援
助最多的国家。

中国科兴公司援建埃及疫苗冷库项
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之中。4月14日，
该项目举行了开工仪式。项目建成后，预
计可储存 1.5亿剂疫苗，大大提升埃及的
疫苗储存能力，助力埃及实现今年年中接
种 70%人口的目标。埃及高教科研部长
兼代理卫生部长加法尔表示，在两国领导
人的亲自关心和指引下，埃中两国始终相
互支持，团结抗疫，不断深化卫生健康领
域务实合作。他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埃
及卫生事业发展提供的长期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

目前，中国已相继向 20 多个国家转
让技术并合作生产疫苗，在海外形成了
10亿剂的新冠疫苗年产能。截至今年 5
月上旬，中国已累计向153个国家和15个
国际组织提供了46亿件防护服、180亿人
份检测试剂、4300 余亿个口罩等抗疫物
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
过22亿剂新冠疫苗。中国迄今已向34个
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与18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经验，以实际
行动为全球抗疫合作引领了方向、凝聚了
力量、注入了希望。 俞懿春 周輖

植被维护、植株更迭，本是城市绿化的例行
工作。而近日，杭州西湖边7棵柳树被移走并换
种成月季花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相关
话题屡屡登上社交媒体热搜。西湖边的几株柳
树，缘何如此牵动人心？

千百年来，西湖与柳，相随相依、相映成趣，
既是美学意象、诗词叙事，更是文化的赓续、城
市的记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西湖景致六吊桥，间株杨柳间株桃”，是白居易
与苏轼两位杭州“父母官”在千年之前就为西湖
奠定的美学基调。而千年之后，西湖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也印证着其价值不仅在于湖山之美，
更在于人文内涵。

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重
建和实现自古以来的文化想象。倘若自古以来

人们对西湖的想象是“烟柳画桥”，那么西湖景
观的现实呈现就应是垂柳依依，而非月季如
盘。很多人心中，西湖之风韵，唯有柳树尚在，
才有安放之处。这大概也是即使素未谋面，西
湖边七株柳的去留却让全国网友如此挂怀的原
因。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此次“西
湖换柳”事件缘何引发如此大的公共情绪：在承
载着公众情感、历史记忆以及审美偏好的文化
景观中，即便是一草一木，也应得到保护和尊
重。同时，“没有柳树，‘柳浪闻莺’又何以附？”
这是公众根深蒂固的审美共识。此事也提醒管
理者，应及时补上西湖文化内涵、西湖审美传统
这堂课。

闻过则喜，知过不讳，5 月 13 日清晨，七棵

柳树已补种完成。管理者的积极回应和补植之
举值得肯定。正如管委会官方微博中所述，西
湖是大家的，那么有关西湖的决策更应公开透
明，谨慎柔软。如若提前向社会告知移栽柳树
是因其老化空洞而不得不换，并向公众征求“替
代”意见，也许留下的不是“换柳之争”，而是一
段“共治佳话”。

而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关乎公众情感和
利益的事务，务必要以“公共”的方式来进行，少
一些“一厢情愿”，多一些“问计于民”。 段菁菁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 13日以保障国内粮食
安全为由，宣布即日起禁止小麦出口。分析师
担忧，这一禁令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粮价。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13日调整小麦出口政策，
主要缘由是“全球小麦价格突然上涨”。禁令发布
前已经获得许可的小麦出口份额不受影响，日后
由政府批准的援助性小麦出口也可享受豁免。

一名位于孟买的出口经销商告诉路透社
记者，虽然他们预期小麦出口会受到限制，“但
似乎是通胀率改变了政府的想法”。

印度国内近期通胀高企，4月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升至7.79%，为近8年来最高水平；4月印
度食品通胀指数也达到近17个月最高水平。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国内小麦价格创新
高，在一些现货市场的交易价格达到每吨 2.5
万卢比（约合2190元人民币），远高于政府设定
的每吨 20150 卢比（1765 元人民币）最低保护
价。燃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交通和
包装费用增加同样刺激印度小麦面粉涨价。

另外，印度 3月中旬经历异常高温。印度
政府 5月调低粮食产量预期，从原先的 1.11亿
吨降至1.05亿吨。

“不仅是小麦，物价整体上涨引发对通胀的
担忧，这就是政府必须禁止小麦出口的理由，”一
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说，“对我
们来说，（禁止出口）是出于充分谨慎的考虑。”

受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影响，全球粮食供
应链吃紧。路透社数据显示，俄罗斯和乌克兰
的小麦出口量合计占到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
近三成。美联社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全
球小麦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0%。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但所产小
麦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并非主要小麦出口国。
不过，印度上一个财政年度小麦出口量大幅增
加，分析师认为，最新出口禁令同样可能推高
全球粮价。

据《印度斯坦时报》10日报道，在 3月结束
的 2021 至 2022 财政年度，印度小麦出口总量
创 历 史 最 高 纪 录 ，达 785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275%。印度 4月出口小麦 140万吨，创历史最
高纪录；5 月也已经签订大约 150 万吨的小麦
出口协议。

一名小麦出口经销商说：“印度出口禁令
将推高全球小麦价格。” 刘秀玲

中国持续助力全球抗疫
西湖换柳背后：

少一些“一厢情愿”，多一些“问计于民”

印度禁小麦出口 市场忧粮价再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