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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岳）日前，
公安西青分局特警支队三大队民警王
德欢驾驶警车在津淄公路附近巡逻
时，突然一辆白色汽车向警车急驶过
来，车刚刚停稳，一名外地口音男子就
急忙从车上“跳”了下来，跑到民警面
前求助。经了解，原来他们是从王稳
庄镇开车一路赶过来的，车上有一名
两周岁的婴儿突发高烧，体温达40℃
的孩子已经出现了昏迷状态。

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救治，哪怕
为孩子争取一分钟时间也能减少一
分的危险程度。王德欢二话未说，

一边向单位报备，一边驾驶警车带
路奔向天津儿童医院马场道院区。
为尽快打开生命通道，全力保障求
助车辆前往医院的道路畅通，王德
欢开启双闪应急灯并点亮警灯，不
时鸣笛提醒社会车辆主动让出一条
抢救生命的“快车道”，原本需要近
50分钟的车程，仅仅不到半个小
时，就将孩子安全送到了医院。

随后，民警又协助家属帮助孩
子快速顺利就医。因就医及时，孩
子已脱离了危险，孩子家长连连表
示感谢。

婴儿高烧情况危急
西青特警护送就医

本报讯（通讯员 刘岳）“足不出
户，日进斗金”“工资日结，轻松上
手”“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看到这样的兼职刷单小广告，千万
别动心，否则可能就要痛心了！刷
单是幌子，骗钱才是真正目的！今
天我们就为您揭秘刷单诈骗。

■什么是刷单诈骗？

刷单诈骗是指骗子利用网络等
平台发布兼职刷单广告，以给电商
平台商铺刷信誉、刷销量为由，以高
额回报为诱饵，诱使受害人做任务，
并承诺刷单成功后退还本金和佣
金，等受害人加大投入后，再以种种
借口骗取钱财的网络诈骗行为。

■现实案例

近日，张女士在微信群里偶然
看到一条兼职信息：“刷单赚佣金，
轻松日赚100+！”看到这条消息张
女士心动了，随后她加了自称是刷
单客服的微信好友。在成功刷了两
单并且获得佣金后，张女士放下了
戒心。之后张女士又连续刷了 4
单，均是通过点击客服所发的支付
链接完成支付，当张女士刷完要求
返款时，客服却发消息称此单需要
完成绑定的8笔订单才能将本金和
佣金一起返还。张女士无奈只能继
续完成刷单，可完成任务后却一直
没等到退款，直到客服将张女士拉
黑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刷单套路

1. 设置诱饵
骗子通过网站、聊天群等渠道发

布兼职刷单广告和链接，打着“工作
简单、高回报”的幌子吸引目标群体；

2. 博取信任
为了骗取受害人信任，骗子

会晒出他人的兼职收益和付款截
图，有时甚至还会展示营业执照、
工作证等，让受害人相信他们是
正规机构；

3. 施以小利
当受害人信以为真的时候，骗子

会先给一些小额的刷单任务，并按约
定返还本金和佣金，让受害人尝到甜
头，不断加大投入，“多刷多赚”；

4. 开始收割
当刷单的金额越来越高时，骗

子不会再很快返还本金及佣金，声
称任务中含有多单，必须刷完规定
数量才可以提交系统返款，人工是
无法直接干预系统的，欺骗受害人
再完成连续任务才能一次性返还本
金和佣金；

5. 实施诈骗
等受害人完成连续任务后，又

以系统故障、转账延迟、账户冻结等
理由，诱导受害人转入同样的金额
激活账户等等，直至受害人被拉黑
后才发觉被骗。

■防骗指南

1．不要有“贪图小便宜”“轻轻
松松赚大钱”的心理，不要轻信所谓
的高额回报；

2．佣金收益明显过高过快的
兼职，往往存有诈骗风险；

3．不要轻易泄露个人的支付
账号、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银行
卡号等相关信息，保护好个人的信
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4．找兼职工作要去正规的招聘
公司或中介平台，报酬结算要合理有
据，涉及到提前交定金、押金或者需
要付费的网络兼职一定要慎重考虑。

■温馨提示

刷单是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
络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刷单害人
害己，远离网络刷单，谨防上当受骗。

足不出户 日进斗金 轻松赚钱

千万别被“刷单赚钱”给忽悠了！

本报讯（记者 马其杰 芦晓冰 通
讯员 李淑起）一枚枚党徽抒发着爱党
爱国情怀，一首首诗歌表达着坚定不移
跟党走的决心。为庆祝建党100周年，
近日，中北镇中北斜村党总支开展“忆

党史·颂党恩·传血脉”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以纸为媒，以“剪”

为笔，将一枚枚党徽张贴在中国地图上。
随后的朗诵环节也是亮点纷呈，精彩不
断，老党员带领共青团员用饱含深情的朗

诵，讴歌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0年风雨
历程。《初心难忘，继往开来》《红船颂歌》
《红色家书两封》《长征组歌》等精彩节目，
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讲述了共产
党人为党的事业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初
心情怀，寄托了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和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

活动最后，每位老党员用最真挚的
情感、最质朴的语言，将心里想对党说
的话一一表达出来，并纷纷表示，将继
续坚定理想信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传承红色基因

中北镇中北斜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西营门街王顶堤商贸区党群
服务中心举办主题为“光辉历程一
百年 昂首奋进新征程”党史展览
活动。

整个展馆布展面积约1000平
方米，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100
年来的光辉历程。通过“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改天换地 谱写新篇”
“翻天覆地 改革开放”“惊天动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展
区为大家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历程。其中“西青发展
之路”板块展示了西青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
阻，取得了巨大成绩。

田建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斌）“您好，
我是西青区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小
袁，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反映……”
“您好，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受理
并转相关承办部室办理，感谢您的
信任，请放心，我们会认真核查，并
及时将查办结果反馈给您……”

今年以来，西青区纪委监委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与纪检监察信访
工作相结合，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信访
举报四级平台建设，落实开门接访、
进门约访、登门走访、上门回访工作
要求，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出发点，用
心用情用力受理群众来访举报。

坚持把群众的满意作为做好群
众来访举报工作的标准，对上门来访
的群众耐心安抚情绪，认真听取群众
反映的问题和意见，热心、耐心、细心
与群众沟通交流，积极协调解决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接访时，对业

务范围内的问题实现归口受理、分流
办理、信息反馈的闭环管理，及时回
应群众关切；对业务范围外的问题向
群众解释透、疏导开，并引导其向相
关部门反映问题；对可能引发重复
访、越级访的问题，及时联系相关部
门妥善解决，努力将问题化解在家门
口。对群众反映强烈、侵害群众利益
的问题线索，认真研判，集中时间精
力督促办理，做到快进快出，及时办
结，确保件件有结果、事事有回应。
截至目前，区纪委监委信访室共

接待群众来访73人次，受理检举控
告443件，其中来信283件、来访举
报18件、来电举报28件、网络举报
114件。

深化平台建设 落实工作要求 提升办理质效

西青纪委监委多举措协调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讯（记者 赵玮 乔瑞）为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进
一步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和造血干细胞
捐献等志愿服务，日前，西青区举办
2021年人体器官捐献和造血干细胞捐
献义演活动。

此次活动在中北镇旭辉御府社区举
办，有来自西青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及
中北镇部分社区的群众约200人参加。

活动现场，志愿者及居民围绕活
动主题，表演了自编自排的手语《让世
界充满爱》、独唱《爱的奉献》、舞蹈《再
唱山歌给党听》等25个形式多样的文
艺节目。

志愿者还为大家介绍了红十字会
的起源与发展，并宣传“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呼吁大家一起加入
红十字会，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西青举办人体器官捐献和
造血干细胞捐献义演

本报讯（通讯员 张璐 赵金婉
高超 记者 李妍）“六一”国际儿童节
期间，西青开展了缤纷多彩的活动，通
过开展文艺展演、革命徽章展进校园、
游园活动、绘画党史故事、趣味运动会
等活动，让孩子们边玩边学，在享受节
日快乐的同时收获知识、开阔眼界。

西青区档案馆、西青区老区建设
促进会、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携
手杨柳青第二小学,共同举办了革命
徽章展进校园活动。活动中，“党史小
宣讲员”以徽章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
线,声情并茂地与同龄人分享着了那
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以及徽章背后

的英雄故事。
西青区启智学校举行了“童心向

党”庆六一文艺展演，《红星歌》拉开了
表演序幕，手语舞《听我说谢谢你》、亲
子舞蹈《彩虹的约定》灵动可爱，诗朗
诵《心窗》激越奋进。活动中，西青区
的爱心企业为这里的孩子们送上了精
心准备的生活学习用品，让孩子们快
乐过节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

西青区实验小学举办“六一”主题
活动。该校举办亲子百米长卷绘画活
动，孩子们和家长们在百米画卷上尽
情地勾画线条，大胆地挥洒色彩，将祖

国的大好河山、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对
祖国美好的祝愿，用支支画笔展现在
了长长的画卷中。同时，他们还举办
了“百年党史寻初心 童心向党奔未
来”微队课。

西青区第二幼儿园举办以体验长
征行，弘扬爱国情为主题的运动会。在
活动现场，主办方将活动现场设置成雪
山、草地、铁索桥等形式，让孩子们通过
游戏的形式，学习红色历史，激发爱国
热情，引导幼儿树立正确价值观，同时
增强他们的体能和团队合作意识。同
时，他们还举办了环保时装秀活动，孩
子们穿着自己与家长们共同设计制作

的时装，踏着动感十足的音乐节奏，向
老师家长们展示他们亮丽的时装秀。

西青区七彩摇篮幼儿园开展2021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暨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联欢会。整场演出以传
承红色经典为主题，开场歌曲《长征》、歌
舞表演《童心向党》《有你就幸福》、舞台
剧《闪闪的红星》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通过孩子们富有童真的表演，将童心向
党的情谊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家窝镇、中北镇、杨柳青等街镇
的社区、学校幼儿园也纷纷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
了一个愉快、有意义的节日。

欢声笑语庆“六一”童心向党奔未来
西青儿童节活动缤纷多彩

本报讯（记者 马其杰 谢杨）日
前，西青区残联联合西青医院开
展以“加强全民爱眼意识 提高民
族健康素质”为主题的爱眼日义
诊活动。

义诊现场，西青医院眼科医生耐
心地为患者进行眼科知识的讲解，为
患近视、弱视、斜视等常见眼病的群
众进行义诊，并发放了宣传册，对预
防近视、爱眼护眼等相关知识进行宣

传。同时，对低视力防治知识，低视
力患者如何正确的治疗和康复进行
了详细讲解。

此次义诊活动，大力宣传了关注
全年龄段眼健康的重要意义，全方位
科普近视、白内障、眼底病等眼病防
治（控）知识 。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
众爱眼、护眼意识，引导大家逐渐养
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减少眼疾病
的发生。

西青举办爱眼日义诊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精武镇第二幼园“百年颂歌 缤纷六一”游园活动 西青二幼环保时装秀活动 张家窝镇社会山东苑社区跳蚤市场

西青实验小学亲子百米长卷绘画活动 天津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主题活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