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公安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市公安机关侦破各类网络犯罪案件2500余起，抓获嫌疑人2100余名

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量、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29.6%和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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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园丁·共度中秋”消费季主题活动

津和两地同步展销和田特色产品

《百姓问政》聚焦“家门口”问题

让百姓获得感成色更足

疫情快报

9月6日0时至24时

新增7例本土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

严打网络犯罪 通报一年战果
深入攻坚重点案件 精准预警劝阻潜在受害人 多举措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樊晓慧）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9月5
日至11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市公安
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一年
来严打网络犯罪的战果情况和持续深化
网络空间治理成效，营造共筑网络安全防
线的浓厚氛围。

全市公安机关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
管、以打促治，把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黑客攻击破坏等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置于
突出位置，共侦破各类网络犯罪案件2500
余起，抓获嫌疑人2100余名。其中，公安
南开分局侦破一起通过不法装修中介购
买转售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抓获嫌疑人14
名；公安和平分局打掉一个非法搜集、出
售贷款需求人员信息团伙以及3家非法贷

款公司，抓获嫌疑人37名，查获非法获利
2000余万元。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是影响网络安全
的最大“毒瘤”。对此，市、区两级公安机关
的反诈中心联合作战、相关警种同步上案，
深入推进重点案件攻坚。今年以来，全市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量、损失金额同
比分别下降29.6%和18.4%，侦破案件2608
起，抓获嫌疑人6353名。市局、分局、派出
所三级联动，反诈中心、社区民警、网格员
积极协同，分级分类开展精准预警劝阻工

作，针对紧急预警潜在受害人落实“电话劝
阻+见面劝阻”的“双劝”工作机制。今年以
来，共拦截涉诈通话980万次，阻止用户访
问涉诈网址406亿次，对590万名疑似受害
人开展预警劝阻工作。综合运用警银联动
以及国家反诈平台，紧急止付涉案账号3.18
万个、止付涉案资金6.04亿元。
“十赌十输”，跨境网络赌博不仅让人

倾家荡产，还会滋生黑灰产业链，诱发涉
黑、诈骗等刑事犯罪。“我们成功打掉了一
批跨境赌博犯罪团伙，切断了一批非法资

金通道，捣毁了一批网络技术平台。”市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共破获跨
境赌博刑事案件141起，抓获嫌疑人4091名，
查扣冻结涉案资金2100余万元。特别是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专项工作开展以
来，先后破获北辰“3·25”、河北“4·15”、宁河
“6·16”等一批有影响的案件，有效净化了我
市的社会治安环境。

在全力以赴坚决打好网络犯罪歼灭战的
同时，我市公安机关还坚持下先手棋、打主动
仗，多举措消除网络安全隐患。发现清理涉枪
涉爆、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
6000余条；加大对存在突出问题的网络平台和
信息服务商的整治力度，先后开展互联网行政
执法检查4600余家（次），约谈、警告违规网站
平台800家（次）。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连日来，2022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天津地区活动火热
开展，活动将持续至本月11日。

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第四届“第五空间”网络安全大赛已开
赛。本届大赛首次增设网络威胁狩猎挑
战赛，考察选手在不同场景下对网络安全
威胁的辨识和应对能力。网络安全公益
“云超市”活动持续开展，针对中小微企业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供
“云课堂”“云展览”“问题咨询”“技术诊
断”等公益服务。“好网民话安全”系列微
话题不断推出，全面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提升网民网络素养。

网安周期间，“津小卫”来了系列活动，
围绕青少年健康上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
信息保护等热点，以“津小卫”作为形象代
言，开展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各有关部门主办的“校园日”“电信日”
“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
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陆续开展。

各区结合自身区域特色，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网络安全进基层活动。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樊晓慧）
您知道网络犯罪常见的手法有哪些吗？
昨日，市公安局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通
过3起案件，提醒群众紧绷“防范”这根弦。

案例一

小便宜别占 有些“忙”别帮

“不要原始资金，没有操盘风险，仅需
要提供您的收款码就能赚钱……”这些看
似诱惑力十足的广告，实则是为不法分子
“跑分”活动招揽“帮凶”。

“跑分”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披着兼
职外衣、实则帮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违法
犯罪洗钱的网络黑灰产业，犯罪分子诱骗
不明真相的群众利用自己的微信或支付
宝收取、转递违法犯罪资金，使大量资金
通过几十甚至数百人完成“洗钱”过程。
滨海新区公安局联合相关部门，跨省打掉
21个“跑分”平台，抓获犯罪嫌疑人81名，
现场扣押电脑设备20余台、手机100余部、
银行卡500余张，涉案资金流水近3.5亿
元。这些“跑分”平台为多个境外大型赌
博团伙提供资金非法转移渠道。

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贪图蝇头小利，切

不可将银行卡、电话卡以及微信、支付宝等

账号随意售卖、出租、提供给不明人员，避

免成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案例二

为何频繁接到广告骚扰电话

“来电人员能准确说出我的姓名、家庭
地址甚至房屋面积……”接到群众报警反
映频繁接到房屋装修公司的广告骚扰电话
后，公安南开分局网安支队开展调查，侦破
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抓获嫌疑人
14名。经查，嫌疑人戚某与他人合伙经营
某装修公司期间，通过房产中介等购买大
量包含房产登记和二手房交易信息在内的
公民个人信息，后又非法转卖。

提示：如果接到不明电话以及不明问

卷调查，要提高警惕，不可随意填写个人信

息。此外，任何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绝不能

非法买卖、交换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

案例三

扫码送好礼？其实是骗局

某通信运营商网点在店内摆放了某

网络媒体平台的二维码，顾客只需提供扫码
后的短信验证码便可获得米面、抽纸、鸡蛋等
礼品。

公安静海分局经调查发现，这些二维码
都是运营商网点经营者陈某的“上家”——利
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提
供的。

因当前网络媒体账号需要实名注册，
这些不法分子便通过给予佣金的方式，指
使陈某以礼品为诱饵，诱骗群众扫描二维
码并提供短信验证码，在群众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然后注册网
络媒体账号，多用于在网络媒体平台恶意
“炒粉”。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甚至会被用
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目前，
陈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刑事
拘留。

提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

法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行

为已触犯法律，公安机关将严厉追究法律

责任。

同时提示广大群众，来源不明的网页链

接及二维码不要点击扫描，更不能向对方提

供银行卡及各类资金账户密码和动态口令，

严防个人信息泄露。

■本报记者 王音

“在推进上市工作的进程中，我们深
切感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真诚为企服务的决心
和行动。”“我司亦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
态势，努力打造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朝阳
企业，为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作出应有的贡献！”日前，天津富士达
集团有限公司向天津市委、市政府致感谢
函，字里行间，对市、区两级部门助企纾
困、贴心服务表达了深深谢意。

1992年成立于东丽区的天津富士达
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生产自行车
的民营企业，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自行车
制造商。公司年产量达2000万辆，约占全
世界产量的13%。2021年，公司总产值62
亿元，纳税2.3亿元，在中国轻工业自行车
行业中排名第二。
“启动上市计划，我们面临着资产和业

务重组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市委、市政府及
东丽区委、区政府多次组织相关部门人员来

到公司，面对面听诉求、一对一解决问题。”
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锦程说。

企业上市工作专业、严谨、复杂，工作
量大、周期长，不仅需要企业信心坚定、练
好内功，更需要政府部门助力企业打通堵
点、破解难点。为此，市、区两级政府部门
建立了服务企业上市的有效工作机制，制
定了明确的上市规划表，明确细化了各部
门职责，上市计划高效、顺利推进，让企业
吃上“定心丸”。
“市、区两级规划资源、金融、住房和

建设等部门，以及东丽经开区、军粮城街
道办事处等10多个部门组建了工作专班，
为我们提供‘保姆式’服务。政府部门持
续跟踪、贴心服务给了我们极大帮助，更
加坚定了我们上市的信心。”负责公司上
市工作的富士达集团物业公司副总刘虹
告诉记者，“我们在多次产线升级中也得
到相关部门的帮助。科协、工信部门的工
作人员经常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助力企
业设备升级和技术创新。”

近年来，东丽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制定了60项重点工作、148项工作内容，清单
化推进各项任务，多渠道拉近政企距离。各
街道、园区根据本区域企业数量划分服务模
块，配齐“企业保姆”，建立“一企一册”和企业
问题诉求台账，针对企业及相关问题实行项
目化、清单化管理。截至目前，“企业保姆”收
集企业关于生产经营、行政审批、人才用工、
融资需要等10个方面1407个问题，问题解决
率达98%以上。

扎根天津发展30年，天津富士达集团有
限公司目前在我市拥有4家生产基地，并在
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建设了海外生产基地。
集团下设12家主要子公司，集研发、生产、销
售、物流供应于一体，产品销售遍布全球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天津本土企业，30年来不断发展

壮大，离不开天津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各级政
府部门长期以来的倾情帮扶。”吴锦程坚定地
说，“未来，我们将在技术研发、科技创新上投
入更大力量，提升生产线智能化水平，实现精
细化管理，做强生产、做精产品、做优品牌，为
‘制造业立市’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组团”精准帮扶 助企“轻装”上市
市、区两级部门提供“保姆式”服务 一对一解决问题

我市首单蟹苗保险落地

为养殖户提供风险保障79.4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宁河区有
关部门和人保财险天津市分公司积极对接，创新推出蟹苗养殖保
险，促进七里海河蟹种业健康发展。这也是我市首单蟹苗保险。

此次推出的蟹苗保险是保障蟹苗因高温、降雨、干旱和逃逸
造成的损失风险。8月30日，首单蟹苗保险在宁河区落地，该保
险险种承保面积1986亩，为养殖户提供风险保障79.4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市合作交流办获悉，9月10
日至14日，在中秋节、教师节“双节”到来之际，“致敬园丁·共度
中秋”新疆和田优品消费季主题活动将在津和两地首批“和田优
品”营销门店同步启动，展销和田特色产品。

此次消费季活动选址“和田优品”和田地区团城旗舰店、团
城景区店、于田嗨购街店，以及天津和平、南开、红桥、北辰、津南
等区域共计15家门店，“上架”和田地区非遗、文创、农特产、干
果、肉制品、粮油、美妆、酒、茶、休闲零食等多个品类，并通过赠
送精美伴手礼、爆款产品等方式为津和两地人民教师送上专属
优惠套餐礼。

天津航空推出新服务

经天津中转国际航班
旅客可免费住宿一晚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明日6时起在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9月
6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7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航空
了解到，从昨天起，天津航空将为经天津中
转的次日出境航班旅客，免费提供一晚过
夜住宿服务。

天津航空提示旅客，此次推出的服
务，旅客需购买全国各地经天津中转前
往境外目的地的两航段联程客票（两段
客票为同一票号），其中，出境航班必须
由天津航空实际承运，且境内航段须为
海航航空集团旗下航司承运。衔接时间
为次日中转航班，或旅客在凌晨0时至6
时之间到达天津，且满足 6小时及以上
衔接时间的当日中转旅客，均可提前免
费预订中转住宿酒店。旅客最晚可在首
段航班起飞12小时前拨打天航天津中转
服务电话 022-59099315，工作人员将协
助旅客预订酒店。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天津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29号通告。目前，我市本轮
本土疫情已得到较好控制，连续多日未在社会面检出阳性感染
者，为进一步加强疫情社会面隐匿传播风险排查，巩固疫情防控
工作成效，同时考虑最大限度不影响广大市民中秋假期生活秩
序，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9月9日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
9月9日6时起，开展全域核酸检测。凡居住在我市的广大群

众，采样前在居住地保持静止，按照各区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和
街道（镇）、社区（村）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实行静态管理的街镇居民，在核酸检测结
果出来之前要保持原地静止。其他区域参加完筛查采样人员可
正常上班、上课。

警方揭露网络犯罪常用套路

遇到这3种情况一定要擦亮眼睛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天津地区活动火热开展

普及安全知识
提升网络素养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组织联
合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对市场上部分销量较大、关注
度较高的热销冷冻饮品开展比较试验。根据三地消协昨天发
布的结果显示，参加比较试验样品的营养及微生物指标均满足
相关标准限量要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含量差别较大，
特别是不同样品间脂肪含量相差近12倍。

天津市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工作人
员从拼多多、京东等平台上购买，涉及市场上知名度较高12个热
销品牌的36批次冰淇淋及雪糕类冷冻饮品。

本次测试的36批次样品，蛋白质含量在1.05至6.83克/100克
之间。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样品为标称“钟薛高海盐椰椰（海盐
椰子口味）雪糕”产品，含量最低的产品是标称“蒙牛优牧布丁
雪糕”产品。对于此次试验中差异较大的脂肪含量，经测试，36
批次样品的脂肪含量在1.91至22.3克/100克之间。其中，脂肪含
量最高的是标称为“明治巴旦木巧克力雪糕”的产品，脂肪含量
最低的是标称“呈真雪糍（香草味糯米糍冰淇淋）”的产品。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
《百姓问政》邀请宁河区副区长刘桓及相
关街镇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群众如厕
难、还迁安置进展等问题，向群众汇报。

宁河区芦台街道建国社区的平房片
区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排水管
网存在淤堵、损坏情况，导致多数住户的
户厕无法正常使用。社区虽有两处公厕，
但布局在主干道上，部分住户需要穿越大
半个社区解决如厕问题，给老人带来了不
便。在造甲城镇，田辛、赵温还迁安置项
目第一轮选房工作已结束，选房过程如何
保证公开、公平、公正，后续安置有什么进
展和部署，备受群众关注。

节目中，各部门负责人表示，要深入
群众，科学调研，主动为民解忧，及时向群
众汇报。刘桓表示，今年，宁河区制定“六
大攻坚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
理水平的提升，回应老百姓的期待。各部
门将主动担当作为，形成合力，让老百姓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
全感更有保障。

京津冀消协发布冰糕冰淇淋比较试验报告

不同检测样品脂肪含量相差近12倍

白露时节，位于

津南区的绿屏咸水沽

湾千亩稻田由绿色逐

渐过渡到一片金黄，

即将成熟饱满的稻穗

压弯稻秆，市民纷纷

走进田间地头闻稻

香、赏美景。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白露秋浓

盼丰收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日前，在中建基础牵头、中建三局承建的天津地铁7号线8标
项目鼓楼站施工现场，挖掘机、汽车吊等大型机械来回穿梭，工
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为了保证工程进度，今年中秋节假期，
建设者们将放弃休息，坚守施工一线。

作为该标段的项目经理，张敬每天都会在6点半准时起
床，穿梭于各个点位进行巡查，同时还要和各部门沟通，安排
一天的工作。天津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了不耽误建设
进度，张敬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常常从早上6点半忙到夜里24
点。”他说。
“其实很愧疚。妻子和5岁多的儿子都在武汉，孩子肯定特

别失落，还说我是‘云爸爸’，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张敬说。
9月17日是儿子6周岁生日。“本来答应他今年过生日带他去

爬山，但现在是工地最忙的时候。我们8标包含三站三区间，目
前，鼓楼站和广东会馆站正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福安大街站
也将于9月下旬开挖土方。到时候，只能给儿子打个视频电话，
祝他生日快乐了。”张敬告诉记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地铁7号线8标项目
上，像张敬一样的“云爸爸”还有30余位。这个项目上的很多员
工来自武汉，为了让这些远赴异乡、奋战一线的“云爸爸”感受到
亲情与温暖，项目部近日举行了“中秋遥寄相思”手写信活动，鼓
励员工手写一封家书，表达自己的思念和爱。家书会随项目部
统一发放的贺卡，寄到千里之外的家人手中。

“云爸爸”坚守施工一线

手写中秋家书遥寄相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