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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一般，海上作业
及旅游交通注意安全

海况一般，海上作业
及旅游交通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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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1个、良好镇街8个、平稳镇街5个），无红色预警地区。

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晴转多云 -8～3℃

上海 晴 -2～7℃

广州 晴 6～19℃

重庆 阴 7～10℃

合肥 晴转多云 -4～6℃

武汉 晴转多云 -4～10℃

长沙 多云 -4～12℃

哈尔滨 多云 -28～-14℃

海口 多云 15～20℃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晴朗干燥，早晚较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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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民生

支付宝竟被克隆到别人手机上
珠海网警提醒安卓手机用户修补安全漏洞

今天：气温：11-17℃；风向：

东北风；风速：陆地3级，海面5到

6 级，阵风 7 级；相对湿度：40-

60%。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随着新年到来，商家各种红包
推广活动频繁，但你可能没有
想到，点开一个红包链接，自
己的支付宝信息有可能会转
眼被“克隆”到另一个手机上，
别人可以像你一样使用该账
号，包括扫码支付。这不是耸
人听闻，昨日，珠海网警专门
发出警示，提醒珠海网民赶紧
修补安卓手机“应用克隆”重
大安全漏洞，防止这一“悲剧”
的发生。

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二大队大队长王焰告诉记者，这
一重大安全漏洞会导致对安卓
手机操作系统的新型攻击危险，
这种“攻击”能瞬间把你手机的
应用克隆到攻击者的手机上，并
克隆你的支付二维码，进行隐蔽
式盗刷。

据介绍，攻击者向用户发短
信，用户点击短信中的链接，用户
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到的是一个真
实的抢红包网页，攻击者则已经
在另一台手机上完成了克隆支付
宝账户的操作。账户名用户头像
完全一致。因为小额的扫码支付

不需要密码，一旦中了克隆攻
击，攻击者就完全可以用自己
的手机，通过克隆来的二维码
轻松消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危
险，是由于安卓手机系统的一
个 WebView 控件存在高危
漏洞，而这个WebView控件
广泛应用于Android平台，导
致大量APP受影响，构成较为
严重的攻击威胁。”王焰表示，
由于此次安全漏洞影响面较
广，故珠海网警昨天已经通过
多种渠道提醒珠海网民加以

修补。
如何修补呢？据网警专业

技术人员介绍，首先用户要关
注官方的升级，包括安卓操作
系统和手机应用，有小红点出
来时一定要及时升级。（目前支
付宝、饿了么等主流APP已主
动修复了该漏洞）。“只要升级
到最新版本，大部分的应用就
可以避免克隆攻击。”除此之
外，网警提醒用户须谨慎点击
别人发给你的短信链接，不要
出于好奇去扫描不太确定的二
维码。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
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的住房改
造工程是斗门区内精准扶贫
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计划，
该区拟用三年时间对建档立
卡的 623 户低收入家庭的住
房进行改造。记者12日从斗
门区住建局获悉，该项工程目
前已动工改造96户，其中已
通过镇级验收10户，另有22
户准备年前验收，通过验收的
低收入住房困难户有望搬进
新家过春节。

据了解，经过斗门区住建
局的前期排查，斗门全区低收
入群体中的住房困难户一共
有623户，计划用3年时间完

成改造工程。为做好这项工
作，斗门区住建局制定了《斗
门区低收入困难户住房改造
工作方案》，因地制宜充分考
虑低收入困难户的经济承受
能力，严格按照农村自建房的
建设标准，引导低收入住房困
难户建设安全、经济、美观、适
用的住房。去年11月9日，斗
门区专门召开了低收入住房
困难户住房改造工作会议，成
立斗门区低收入困难户住房
改造验收抽查小组，并制定了
《斗门区低收入困难户住房改
造资金拨付细则》。目前，每
户5万元的住房改造补贴资金
已经划拨到位。

根据计划，斗门区2017计
划完成30%的低收入住房困
难户住房改造工作，187户改
造名单已经落实，并摸清了每
户的建设需求，填写了《2017
年度斗门区低收入群体住房改
造情况统计表》。据斗门区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全区已动工96户，与去年
11 月相比新增动工户数 17
户。其中，已通过镇级验收10
户，另有22户准备年前验收，
其他未动工的户数均计划
2018年动工。春节临近，如果
有低收入住房困难户要进行住
房改造报建，可向斗门区住建
局咨询相关事宜。

斗门区低收入家庭住房改造已动工96户

10户已通过镇级验收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1月11日至12日，珠海市卫计
局组织评审专家组，对珠海市
第五人民医院（简称市五院）进
行二级综合医院等级评审。两
天的检查考核中，评审专家组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调取
数据、评价病历、实地查看、现
场访谈等方式，对市五院各项
工作制度的执行、落实和持续
改进等情况进行评审检查。

反馈会上，市五院优良的
技术、优质的服务、精细的管
理，得到评审专家组的充分认

可，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现场评审。

市五院党委书记、院长曹
治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市五院
将认真对照专家组所指出的问
题与不足，以严谨、谦虚的态度
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改
进医疗服务质量，真正达到“以
评促改，以评促进，以评促建”
之目的，努力使医院各项工作
迈上新台阶，更好地服务于广
大人民群众，为打造“健康高
栏”贡献力量。

市五院自1955年建院以

来，始终坚持人民医院为人民
的发展战略，坚持把医院公益
性放在第一位，坚持“让百姓放
心，让社会满意”的服务承诺，
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
全、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通过 62 年的努力，市五
院已成为一所集医疗、预防、
康复、保健、教育于一体的二
级综合医院，现有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近500人，设有二十多
个临床、医技科室，拥有较完
善的专业团队和较强的技术
力量。

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通过二级甲等医院现场评审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1
月12日，珠海市关爱协会举行

“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现
场不仅表彰了表现突出的会员
单位，还为15名贫困学子捐赠
45000元助学金，并通过慈善
义拍活动，为“大病救助关爱基
金”筹得13.65万元善款。

据介绍，2017年，珠海市
关爱协会团结会员及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在对口扶贫帮
困、大病救助、敬老助残、捐建

“关爱图书室”、关爱外来工群

体等方面，做了成效显著的工
作，全年累计捐赠款物170万
余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市关爱协会共捐建关爱图
书室4个，向珠海市对口帮扶
地区累计捐赠总价值41万余
元的款物，同时会员积极与贫
困学子结对帮扶，帮扶金额达
23.96万元。

在会上，市关爱协会还组
织爱心企业家为15名家庭贫
困、急需帮助的学子，举行了现
场资助仪式，为他们每人发放

了3000元助学金。随后，开展
了义拍环节，对12件书画艺术
品、手表等拍品进行了无底价
竞拍，所得善款全部纳入关爱
协会“大病救助关爱基金”，用
于救助珠海市罹患大病而无钱
医治的贫困人群。

市关爱协会会长崔云介
绍，接下来协会将继续汇聚更
多的爱心力量，更精准地扶贫
帮困，为需要帮助的群体送去
实实在在的温暖，为幸福和谐
珠海的建设尽绵薄之力。

珠海市关爱协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15名贫困学子现场接受助学金

表彰大会现场捐助了15名贫困学子。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
2017年 9月28日，年龄约为12
岁的女孩“兵兵”，因为在拱北路
边流浪多日，被发现后送到派出
所求助，随后女孩来到市救助站
接受救助。目前，市救助站正在
帮女孩寻找父母，希望能够帮女
孩找到家人。

近日，珠海市救助站救助的
一位12岁左右的女孩“兵兵”，
让进驻救助站开展服务的珠海
京师社会工作中心的社工们感
到非常忧心，由于女孩拒绝提供
个人资料，她的家人一直无法联
系上。据介绍，“兵兵”于2017
年9月28日，在拱北口岸附近流
浪时，被拱北口岸综管办队员发
现后送至派出所求助，随后被送
至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居住了
2个月后发现是因家庭矛盾引发
离家出走流浪的青少年，被转介
至市救助站。

“兵兵身高大约150cm，身
体偏瘦，拥有长头发，流浪被发现
时身穿一件有红苹果戴耳机图案
的白色T恤和黑色运动长裤，脚
穿粉红色拖鞋。”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女孩的精神状态和自我表达
能力都正常，但是只要问起身份
信息、家庭情况和流浪原因，她都
非常抵触，不肯透露，到目前为止
仍无法找到女孩的父母或者其他
家人。

社工介绍，女孩在福利院时
曾透露过，她曾经上过初中，因为
认识了一位初二的学姐变得叛
逆，“她曾说过自己有家人也知道

在哪里住，但就是不告诉别人。
兵兵这个名字是她说的，她也承
认名字是自己瞎编的。”

2017年11月24日，经过救
助站人员及社工的劝说后，兵兵
配合公安部门采集血样进行
DNA数据收集，但暂未有匹配的
信息。

“现在兵兵在救助站比较多
的是睡觉、看电视，或者翻杂志，
我们一直在对她进行心理辅导。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和我们，都非
常希望能够帮女孩找到家人，但
现在能获得的有效信息不多。”社
工介绍，如果有了解这位女孩信
息的市民，可联系救助站，联系电
话是0756-2515611。

女孩“兵兵”流浪多日

珠海市救助站寻找女孩家人

流浪女孩“兵兵”。
市救助站供图

生活指南

新华社澳门1月 12日电
记者12日从澳门特区消费者
委员会获悉，2017年全年共接
获 5067 宗各类个案，包括
1647宗投诉个案，3397宗查
询与23宗建议个案。

投诉个案排前五位的，分
别是公共交通，电信服务、珠宝
首饰并列第二位，以及通讯器
材、食品饮品、个人护理及服
务。这六项投诉数量共 739
宗，约占总数的45％。

其中，来自游客的投诉与
查询个案分别达574宗与421
宗，游客投诉较多是在澳门购
买“K金”（或称“彩金”）首饰
时，商号没有清楚说明该类首
饰的黄金成色含量从而引起的
争议。

消费者委员会表示，去年
已加强在内地宣传相关的维权
信息，有关工作将持续进行，以
保障与加强旅客在澳门的消费
权益与信心。消费者委员会同
时提醒商号，须向消费者详细
说明黄金商品的性质，并依法
在发票与单据上列明黄金商品
的黄金成色含量。

2017年澳门消费者
投诉1600多宗

游客投诉金饰较多

新华社伦敦1月 11日电
地中海饮食主要指流行于希腊
和意大利南部等地的一种饮食
方式，包括丰富的蔬果、全谷类
和坚果等，已被不少研究认为
更有益健康。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地
中海饮食还可能有助于降低老
年人身体变虚弱的风险。

此前已有研究显示，地中
海饮食结构与降低心血管疾
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和
癌症发病率等存在关联。伦敦
大学学院学者领衔的团队综合
分析了此前4项已发表的研
究，被研究的对象是一些居住
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中国
的60岁以上老年人。

老年人身体一旦变虚弱，
会出现体重和肌肉力量下降现
象，容易引起一系列健康问题
并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如摔
倒、骨折、痴呆和过早死亡等。
据团队发表在《美国老年医学
会会刊》上的报告结果显示，在
近4年的观察期内，这些老年
人中，长期坚持地中海饮食的
那部分人群总体上仅有不到一
半出现身体变虚弱的迹象。

参与这项研究的伦敦大学
学院学者凯特·沃尔特斯说，营
养状况被认为在老年人是否会
变虚弱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我们发现地中海饮食或许
能帮助老年人维持肌肉强度、身
体活力、体重以及能量水平”。

不过，据团队介绍，尽管观
察结果显示地中海饮食有助降
低老年人身体变虚弱的风险，
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因
素发挥作用。

沃尔特斯说，下一步需要
更大规模的调查来具体观察老
年人需要多大程度地遵循地中
海饮食习惯，才能在避免身体
变虚弱方面发挥作用。

英国一项新研究显示：

地中海饮食有助
增强老年人体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