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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
提供身份证
信息就能拿
到贷款”“可
以做到大额
度、低利息贷
款，对征信没
有要求”“零

抵押零担保，手机闪电放款”……最近，
类似的网络贷款广告随处可见，不少人
掉入不法分子的陷阱。

近期，受疫情影响，网络贷款诈骗
数量激增。一些中小企业、个体经营
者、创业者因资金周转困难，向网络贷
款平台融资，不法分子通过开发专门的
APP“高仿”正规借贷平台实施诈骗。

网络贷款诈骗激增
个体经营和创业者为主要受害群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
业和个体户经营大幅下降、资金周转困
难。由于传统贷款渠道门槛高、程序复
杂，民间融资渠道受限，他们便纷纷转
向网络贷款。自 2月中下旬开始，网络
贷款类诈骗案件数量增长明显。

此外，深圳警方近期也抓获了一个
网络贷款诈骗团伙。不法分子假称借

贷，骗取申请人缴纳的保险费、服务费
等费用。仅仅几个月时间就骗得 5000
余万元，受害者多达1.2万人。

“今年 1至 3月，全市日均立案网络
贷款诈骗案件10余起，为去年同期的数
倍，是发案率最高的诈骗类型之一。”福
建泉州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表示，在近期
查处的一起案件中，市民陈某在网络上
寻找贷款渠道，在签订所谓的合同之
后，先后被对方以缴纳注册费、担保押
金、变更卡号、为银行流水做账等为由，
骗走15万元。

犯罪分子专业化程度高
“高仿”正规网贷平台套路成熟

调查发现，当前网络贷款类诈骗犯
罪专业化程度更高、隐蔽性更强，多数
诈骗活动通过APP实施，不法分子“高
仿”正规网贷平台定向诈骗。

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
队长陈宗庆说：“网络贷款类诈骗套路
基本一样，‘剧本’非常成熟——犯罪团
伙打着当天提现、大额度、低利息、零征
信等旗号吸引受害人，先施以小利降低
受害人防范意识，引诱上钩，再以刷流
水、解冻、手续费等理由，一环扣一环设
置陷阱、骗取钱财。”

通过点击进入一款假冒APP，输入
个人身份证、银行卡、亲属手机号后，申
请最高贷款额度 20万元。2小时后，系
统提示审核通过，并且账户显示到账 2
万元。当点击提现时，界面要求输入提
现密码。此时客服表示，需要工本费才
可生成密码，费用为额度的 5%，提取 2
万元需交1000元，工本费会在正常还款
3个月后退还到账户。

据介绍，贷款类诈骗App或网站披
着正规贷款平台的“马甲”，普通人很难
甄别。平台的名称、网站域名难辨真
假，网页设计、主题、颜色完全克隆。在
敏感、关键细节则添加恶意链接，将包
括银行卡号、密码等重要信息，在后台
通过技术手段直接窃取。

八成诈骗犯罪通过网络实施
借贷需提高风险和防范意识

民警提示，诈骗活动的套路和
剧本明显类似。放款之前先收费，
是网络贷款诈骗最常见的伎俩，被
骗者中十有八九就是掉入这个坑
里。因此，贷款人要谨记，正规的
贷款平台不会在贷款前收取任何
费用，更不会收取保证金，牢记这
一点就可以避免绝大多数骗局。

伴随着对传统诈骗活动治理能力
的增强，如今 80%的诈骗犯罪通过网络
渠道实施，公安机关面临打击和反制困
难。以网络贷款诈骗为例，犯罪活动链
条涉及通信运营商、网络科技公司、银
行金融机构等，警方办案资源和数据整
合困难，办案难度大。

北京中彬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维强
表示，有贷款需求的金融消费者，要充
分提高风险和防范意识，一是尽量通过
正规渠道、官方平台贷款；二是在进入
借贷平台之后，可以通过企查查、天眼
查等工具做必要的背景调查；三是借贷
过程中切忌给个人转账。

（王成 吴剑锋）

《樱花再开时》是西安演艺集团旗下西
安话剧院今年排演的第一部话剧，主要通过
讲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陕西医护人员支
援武汉的故事，展现医护人员的坚守与担

当。目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创人员
正在分阶段、分片、分组排练。

图为近日演员们在排演中。
梁爱平 摄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部分
粮食出口国传出限制出口的消息，是否会
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影响？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在 3月 28日
表示，我国已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粮食供求总体宽松，完全能满
足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也能够有效应
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考验。

我们的口粮绝对安全

针对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的情
况，对老百姓的“米袋子”会有影响吗？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近日
越南宣布暂停大米出口。据了解，越南常
年出口大米 700万吨左右，大体占世界贸
易量的15%，限制出口可能会造成国际市
场大米价格波动。

事实是，2019年我国进口越南大米仅
48万吨，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今年1-
2月从越南进口大米仅3万吨。2016年我
国实行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以来，大米进口
数量逐年下降，2019年大米进口 255万
吨，同比下降 53万吨，进口大米占我国大

米消费约1%，主要用于品种余缺调剂，如
泰国香米，即使大米不进口也不会影响国
内市场供给。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以
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
观，国家采取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举
措，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连
年获得丰收，实现了口粮完全自给，谷物
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目前我国谷物
库存保持较高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物质基础较为坚实。2019年我国粮食种
植面积稳定，粮食再获丰收，全年粮食总
产量66384万吨，同比增加594万吨，增长
0.9%。总体看，我国粮食供求总体宽松，
完全能满足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也能
够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
考验。

“大国粮仓”库存充足

当前，我国粮食储备状况及当前市场
粮价总体水平如何？

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5年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近年来粮食储备体制机制不断
完善，粮食储备充足，小麦稻谷等口粮品
种库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在中央储备规模保持稳定的同时，
从 2014年开始，国家按照“产区保持 3
个月，销区保持6个月，产销平衡区保持
4个半月”的市场供应量要求，重新核定
并增加了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各地已全
部落实到位，而且大中城市还建立了满
足市场供应 10天至 15天的成品粮油储
备。同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储备品种
结构中，小麦和稻谷等口粮品种比例超
过7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有关部
门和地方政府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全力做
好粮油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推动粮油加工
企业复工复产，保障粮食物流运输通畅，
粮油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国内粮油
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由于超市、卖场等零
售市场货源充足，短暂的群体性集中购买
也得到了基本满足。目前居民采购米面
油心理稳定，受餐饮业等消费需求减少影
响，国内米面油消费总体偏弱。

百姓米面“两无忧”

目前，我国稻谷供给充裕，阶段性过
剩特征明显。2019年我国稻谷产量2.096
亿吨，同比减少252万吨，食用消费1.58
亿吨，同比减少 50万吨，尽管稻谷饲用
和工业用粮有所增加，预计年度结余
1430万吨，已连续多年结余，阶段性过

剩特征明显。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主产区早稻

面积将会增加。疫情防控期间，有关部门
合理安排政策性稻谷竞价销售，2月10日
开始每周向湖北地区增加投放中晚稻 80
万吨，成交率仅0.28%，有效地满足了市场
供应。

小麦供求平衡有余，连续多年产大于
需。2019年我国小麦产量1.34亿吨，为历
史第二高水平，已连续5年保持在1.3亿吨
以上。由于消费结构升级，面粉消费下
降，国内食用消费总体平稳，但饲用和工
业消费有所下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估算
小麦消费 1.235亿吨，同比减少 532万吨，
年度结余 1400万吨，同比增加 870万吨，
已连续7年产大于需。

今年全国冬小麦播种面积3.31亿亩，
目前苗情长势良好，全国冬小麦一、二类
苗占比分别为 23%、77%，北方冬小麦苗
情明显好于上年同期，今年夏粮再获丰收
有较好基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
主要出口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可能会加
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但对目前我
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有利于消化不合
理粮食库存，减轻国内部分粮食品种库存
压力。民众大可不必担心会出现粮食抢
购的现象，针对米、面只要按家庭实际需
要购买即可。 （据新华网）

疫情期间网络贷款诈骗激增
警惕伸向个体经营和创业者的“黑手”

连日来，很多市
民反映，宫颈癌疫苗
预约太火爆，预约平
台打不开，好不容易
进去了，疫苗已经预
约一空。4月1日，陕
西省疾控中心回应，
该中心正在协调预约
平台将服务器扩容，
下一步四价、九价疫
苗将在原基础上增加
两倍以上，缓解预约
难现状。

“24号我早早就
拿着手机准备预约，
但预约平台一直很
卡，好不容易进去了，
结果已经约完了。”西
安市民高女士觉得很
郁闷。

3月 24日，陕西
省 12个接种门诊预
约四价及九价 HPV
疫苗，其中四价 2990
人，九价 2090人，然
而预约当日人数爆
满，出现系统拥挤无
法进入等问题。为何
会出现这种情况？省
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HPV疫苗预
约开始，预约人数不
断提升，在2019年12
月预约当天峰值 278
万人次访问量，在线9.7万人预
约。本次受疫情影响，积压了
部分预约人群，3月预约人数
达到 480万人次，在线 25.7万
人预约，是之前的两倍多。

针对该问题，省疾控中心
正在协调预约平台将服务器由
2台增加至 10台，提高系统的
访问应答及数据处理效率，同
时带宽由 50M增加至 1000M。
3月份疫苗预约当天系统最高
并发数每秒达到 17.7万人，提
升带宽之后，可以满足每秒并
发数 100万人，提高市民预约
体验。

有市民反映此次预约只开
放了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东街）的接
种工作。对此，省疾控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2019年12月

预约时，西安市总共
开放了 10家接种门
诊预约HPV疫苗，由
于疫情影响，预防接
种门诊最近陆续开
始恢复接种工作，这
些预防接种门诊都
在全力安排因疫情
影响延期接种疫苗
儿童的疫苗补种工
作。

下一步，待其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恢复正常后，会
陆续开放线上 HPV
疫苗预约，方便群众
就近接种。

笔者从疫苗供
应企业了解到，四价
和九价 HPV 在中国
上市以来，一直供不
应求，但是随着产能
增加供货也在不断
提升，陕西省在 2019
年共供货 9 万支四
价、6万支九价，人均
发货量已经高于周
边省份。西安也是
疫苗企业在中西部
地区唯一一个 HPV
特供城市。

针对陕西省群
众疫苗接种热情高
的情况，下一步疫苗

供应企业将陕西省HPV疫苗
供应配额调整为之前的两倍以
上，尽量满足群众的需求。

据悉，省疾控中心主要负
责免疫规划疫苗分配管理，非
免疫规划类疫苗如HPV疫苗，
由区县疾控中心从陕西省公共
资源管理平台直接点单采购，
并分发至接种单位。但是自四
价和九价HPV疫苗上市后，整
体供货量较少，分到每个区县
再分到每个门诊之后基本都是
个人份，之后 2、3针的管理难
度加大，很多群众无法及时接
种疫苗，区县疾控和门诊管理
难度大，而线下预约排队投诉
也比较多。因此采用线上预约
方式确保 2、3针的及时接种，
让更多群众根据需要及时预约
接种。 （王希）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4月1日，记者从省发
展改革委获悉，上星期四至本周三，我省蔬菜价格
降多涨少；成品粮、生猪、猪肉、牛肉、鸡蛋、高档酒
价格下降，食用油、纯牛奶、羊肉、鸡肉价格平稳，
水产品价格上涨。

我省农贸市场蔬菜销售价格监测显示，重点
监测的 23种蔬菜市场平均价格为每 500克 2.91
元，比3月25日下降3.32%，连续5周下降。其中，
莲菜、小白菜、蘑菇价格上涨，其余蔬菜价格均有
不同幅度降低。

成品粮价格平稳，面粉 （特一粉）、大米
（粳米）全省平均销售价每 500克分别为 2.06元、
2.84元，均有所下降。猪肉（剔骨后腿肉）全省
平均销售价每500克为28.07元，比3月25日下降
1.86%；鸡蛋价格略微下降；鲜牛肉（剔骨）、鲜
羊肉（带骨）、鸡肉（白条鸡）全省平均销售价
与上周持平。

全省肉蛋菜、成品粮价格持续回落

西安市本月将举办13场现场招聘会
本报讯（顾荣）4月份，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人才中心、职介中心计划组织举办 13场
现场招聘会，免费为各类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应
往届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提
供现场招聘洽谈、求职登记与推荐、职业指导等
多项服务。

据悉，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以及
人力资源市场需求，西安市人社局人才服务中心、
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将在继续举办网络招聘的同
时，恢复定期小型招聘会，推行“线上线下同步举
办、网络现场相互补充”的招聘服务模式。

其中，市人才中心计划举办 4场现场招聘会，
市职介中心计划举办9场现场招聘会。同时，市职
介中心还将于每周二、周四同步举办9场网络视频
招聘会。

4日黄陵县境内高速公路交通管制
本报讯（张红中）近日，陕西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发布消息，为确保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活动
顺利进行，我省交警部门决定实施交通管制分流
措施。

据介绍，2020年 4月 4日凌晨 5时至 15时，包
茂高速（G65）西安至富县段双向禁止大型货车及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通行。届时上述车辆可经延西
高速（G6522）绕行，但禁止从黄陵出口驶出。

2020年 4月 4日凌晨 5时至 17时，210国道黄
陵段禁止大型货车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通行，上
述车辆可经延西高速（G6522）绕行。

2020年 4月 4日 7时至 14时，黄陵县城及延
西高速（G6522）黄陵出口，包茂高速（G65）黄陵
西出口优先保证持有公祭通行证的车辆通行。
未持有公祭典礼活动通行证的车辆请错时或择
路通行。

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部分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 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是否影响百姓““““““““““““““““““““““““““““““““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米袋子””””””””””””””””””””””””””””””””

察

生

活
观

3 月 31 日凌晨 4 时 30 分，
后勤工作人员正在准备当日饭
菜。中国石油测井公司生产测
井中心为保障油田上产“春季
攻势”，采取上井带饭的方
式，提前为作业队准备饭菜，

并 为 14 支 作 业 队 配 备 微 波
炉、热水壶等小电器，让作业
队员在野外也能吃上热饭热
菜，确保“胃动力”不减，战斗力
不降。

陈凡 文彦心 摄

专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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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任亮亮）3月 30日，在陕建九
建集团承建的十七届省运会主会场——榆
林市体育中心 （体育场） 项目施工现场，
一榀长 53米重 103吨的桁架被缓缓吊起，
平稳地放到 27.89米高的钢罩棚大梁上方。
随着钢结构屋盖工程第一榀主桁架顺利完

成吊装，该项目钢结构施工进入了关键阶
段，预计 5月底前可完成体育场全部钢桁
架安装。

据悉，刚刚完成首吊的钢结构屋盖工程，
是目前榆林市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单钩起重量
最大且起重高度最高的吊装作业。

本报讯（杨米米）近日，在
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咸阳市
武功县供电分公司开展“致敬·
2020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英
烈活动，用文明、环保的方式缅
怀先烈。

本次活动得到了广大职工
的积极响应，利用网络、抖音、
快手、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转发
英烈感人事迹，积极参与网上
祭英烈活动，进一步传承和弘
扬英烈精神，向英雄致敬。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武功县供电分公司

开展网上“清明祭英烈”活动
陕建九建集团

榆林市体育中心钢结构完成首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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