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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全民反诈“防火墙”
守好人民群众“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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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唐家湾镇某小区事主
疑似接到冒充公检法诈骗电话，涉
嫌百万元诈骗！”6月12日，高新反
诈分中心接到市反诈中心预警指令
后迅速指派唐家派出所上门劝阻。

事主称接到冒充深圳市公安
局电话，恐吓其涉及80万元的诈
骗案需要配合调查。正当其听信
骗子，下载了部分软件且与骗子共
享屏幕并陆续输入多张银行卡密
码之时，民警及时赶到并劝阻，帮
其挽回财产损失1.8万余元。在民

警的帮助下，事主下载了国家反诈
中心APP并开通预警功能。

上述案例是高新区构建三级
联动协作预警劝阻工作网以来的
成效之一。为切实守护好群众的

“钱袋子”，高新区组建了一支逾
200人的预警劝阻队伍，依托“反
诈中心-派出所-社区校区园区”
三级联动协作预警劝阻工作网，
形成预警下达、落地劝阻、反馈落
实、奖励追责闭环流程，力争以最
快速度完成见面劝阻，实现对电

信网络诈骗的精准预警发现、点
对点宣传劝阻、群防群治阻断案
件发生。

与此同时，高新区反诈中心咨
询热线为群众提供7×24小时全
天候电话服务，集劝阻、咨询、举报
三大功能于一体，最大限度降低群
众被骗的可能性。

近日，高新区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诈骗精准预警劝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近期成功预警劝阻的11
名预警工作人员发放了奖励金。奖

励金根据劝阻拦截金额的不同，分
为1000元至3000元不等。据了
解，今年以来，高新区成功劝阻潜在
被骗群众19850余人，使19名群众
避免财产损失111.9万余元。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继续有效提升打击治理能
力，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
罪多发高发态势，全力守护人民群
众的“钱袋子”，使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筑牢全民反诈坚实防线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近日，
“2022年广东省‘一起益企’中小企业志
愿服务活动（珠海站）”在港湾1号科技
创新展厅二楼路演厅成功举办，以中小
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把脉问诊”，促进
中小企业健康平稳发展。各区企业代表
共40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据了解，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指
导下，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紧紧围绕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确保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举办的“一起益企”志愿服务行
动以“宣传政策、落实政策，纾解难题、促
进发展”为主题，以中小企业实际需求为
导向，旨在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
税收筹划方面的难点、痛点，促进中小企
业健康平稳发展。

会上，珠海市委讲师团成员曹以朋
副教授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
告。曹以朋从凝聚共识、踔厉奋进、战略
擘画、牢记嘱托、履职尽责五个维度，对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阐释。

京东零售企业业务事业部华南中型
客户部项目专家潘文圣、广东金财税联
合创始人高明玉分别就“数字化赋能供
应链稳定发展”“金税四期下的税收筹划
与风险规避”等专题进行授课讲解和案
例展示。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参会企业代表
就数字化供应链技术、企业财税安全等
与专家进行了交流对接，现场气氛热
烈。活动最后，与会者还深入高新区科
技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起益企”在高新区举办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近日，为
进一步宣传垃圾分类工作，由高新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主
办，高新发展公司承办的大学生垃圾分
类设计大赛，在会同古村、高新宝龙城、
南方软件园进行获奖作品巡展，吸引不
少市民前来参观。

本次大赛中，高校学生才智尽展、脑
洞全开，展现出高校学生对垃圾分类特
有的见解。学生们大多以生活细节为切
入点，精心设计出极具创意的作品，形象
生动地阐明垃圾分类对于日常生活的重
要性，同时推出一系列关于垃圾分类创

新举措的设想。
此次巡展借助艺术将垃圾分类新

理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创意形式呈
现，使垃圾分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在会同古村，游客通过参观获奖
作品展收获了垃圾分类知识；在高新
宝龙城和南方软件园，通过悬挂电视
创新升级巡展视频作品的播放形式，
让群众更轻松、更有趣地享受艺术的
美好。展览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互
动小游戏，吸引了不少孩子前来体
验。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知识，趣味
十足。

大学生垃圾分类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巡展吸睛

秀出垃圾分类“青春范”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6月18日
上午，“青春高新 唱响未来”2022年珠海
高新区青年歌手大赛启幕仪式暨首场初
赛在珠海高新宝龙广场精彩举行，来自珠
海市内各中学、高校、企事业单位的60名
参赛选手用歌声为青春谱写华丽乐章。

该大赛由高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指导，高新区社会事业局主办，高新区
文化服务中心承办，高新区总工会、共青
团珠海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协办，旨在通
过大力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项目、推
广文艺精品创作和展演等一系列活动和
举措，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群众精神
文明素质和文化艺术素养，推动高新区
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选手既有刚
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也有利用业余时间坚
持歌唱的企业员工，尽管身份不尽相同，

但追逐梦想的样子一样让人动容。
据介绍，为助力青年友好城市创建，

加快推动产业园区文化建设，为广大青年
搭建展示才艺、实现梦想的舞台，今年的青
年歌手大赛在赛制内容、专业指导、奖项奖
金等方面作了全面升级，让更多的歌唱爱
好者获得展现自我、绽放青春的机会。

比赛采用线上报名、线下比赛的方
式开展，分为初赛、总决赛两个阶段。初
赛设立两个分赛区，分别是宝龙广场赛
区、会同古村赛区，两个赛区共产生18
强选手进入总决赛。总决赛现场进行淘
汰赛、突围赛、终极PK战三轮比拼，竞
演赛况和比拼看点更加刺激。

此外，本次大赛联动音乐专业力量，
与崔轼玄名家工作室合作，量身打造大
赛主题曲，由晋级决赛的18强选手进行
录制，将在总决赛现场推出。

青春高新 唱响未来
2022年珠海高新区青年歌手大赛初赛开麦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6月 18
日上午，为养护海洋生态系统，高新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在港珠澳大桥1号
码头开展2022年珠海高新区生态补偿
增殖放流活动。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
综合执法支队以及唐家湾镇、市自然资
源局高新分局及高新区综治局等部门共
同参与本次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6月是水生生物生长繁殖的关键时
节，也是休禁渔期水域休养生息的黄金
时期，本次生态补偿增殖放流活动以“增
殖水生生物资源 共建生态美丽湾区”为
主题，共放流68万尾苗种，其中包括花
鲈苗16万尾、卵形鲳鲹苗10万尾、黑鲷

苗10万尾、斑节对虾苗16万尾、刀额新
对虾苗16万尾，有效补充和丰富淇澳岛
海域的鱼类资源，修复海洋生物资源，维
护渔业资源结构稳定，促进渔业资源可
持续发展。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生态
补偿增殖放流活动对改善海洋生态、保
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具有重要
的意义。接下来，高新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将加强海洋生态修复成效评估工
作，动态掌握修复效果，为进一步开展后
续修复工作提供数据基础和科学依据。
据介绍，6月25日，高新区还将进行第
二次增殖放流活动。

高新区开展生态补偿增殖放流活动

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获奖作品巡展吸引不少市民参观。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一直以来，高新区高度重
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工作，高站位部署、全方位推
进，持续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发起凌厉攻势，围绕“打、防、
管、控、宣”五大重点任务全面
发力，全民反诈氛围愈渐浓厚，
打击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最大限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
“钱袋子”。

今年以来，高新区电信网
络 诈 骗 警 情 数 同 比 下 降
56.6%，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
同比下降48.9%，警情数和立
案数双双速降，筑牢全民反诈
“防火墙”，有力维护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采写：本报记者 宋雪梅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通讯员 朱高轩

“凡是让你下载APP垫资做
任务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
自称各种客服以指导操作为由要
求加入会议屏幕共享的，都是诈
骗！”6月19日，家住保利海上五月
花的孙女士在前环社区核酸采样
点排队等候时，一低头，发现防疫

“一米线”标线都印有实用有效的
防诈骗宣传语录，朗朗上口、通俗
好记，“不知不觉，我在排队过程中
就轻松掌握到丰富的防诈骗知识，

排队过程也变得不枯燥了。”孙女
士开心地表示。

简单诙谐的防疫“一米线”反
诈标语既能使群众自觉维持安全
距离，又能充分利用群众等待核酸
检测的时间进行反诈骗宣传教育，
提升群众的反诈意识，受到群众的
普遍好评，有的居民还拍照分享至
朋友圈。这只是高新区创新构建
反诈宣传阵地的其中一项举措，也
是高新区深入开展全民反诈宣传

活动的一个缩影。
除了防疫“一米线”反诈宣传

外，高新区还充分利用线上线下
资源载体，通过“反诈情报局”作
品创作征集大赛、珠海首杯“反
诈奶茶”、后环社区20米“反诈长
廊”等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的“花
式”反诈宣传，极大提升了高新
居民防骗、识骗、拒骗意识，营造
了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强大
声势。

据了解，高新区坚持“大水漫
灌”＋“精准滴灌”宣传防范工作理
念，创新推出反诈宣传“十个一”。
今年以来，在全区悬挂横幅2589
条，张贴海报及发放宣传单36万
张，在微信、微博广泛宣传辖区真
实诈骗案例、开设反诈课堂，推送
警示案例短信800万余条，招募反
诈志愿者10264人，开展主题宣讲
1120场，全方位、无死角筑牢电信
网络诈骗“防火墙”。

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

之所以能在辖区快速、高效、
全面构筑起全民反诈“防火墙”，
得益于高新区高位统筹、各成员
单位共同努力以及高新公安的高
压严打，形成全民反诈的强大合
力。

为深入推进全民反诈专项治
理，切实维护平安建设，高新区紧
紧围绕上级部署要求，紧扣辖区实
际，高位统筹，成立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前线决战总指挥部”，下设研

判参谋、精准打击、防范宣传、预警
劝阻、督导考核五个工作组，每日
研判、每日调度，出台行动、宣传、
考评、劝阻、督导五大方案，明确工
作重点，制定考评标准，反诈工作
成效纳入平安建设、机关事业单位
及社区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党政主管、综治主导、行业主责、
公安主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
全民反诈工作格局。

25个成员单位均落实“一方

案一工作专班”机制，合力推动各
项任务落地见效，以务实措施和
强大声势迅速掀起打赢全民反诈
攻坚战凌厉攻势。

高新区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
先，形成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的整
体合力，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
摇，出重拳、下重手、用重典，不断
掀起强大打击攻势。敏感案件

“快”办、大案要案“专”办、断卡断
源“常”办，涉诈警情第一时间止付

冻结、追寻资金流向、强化追赃挽
损，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

“两卡”违法犯罪活动，优化本地窝
点线索“更快打”机制，坚决斩断技
术链、网络链、资金链，形成强大震
慑。

今年以来，高新区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抓获嫌疑人数同比上升
56.4%，警情数同比下降 56.6%，
立案数同比下降 48.9%，财产损
失数同比下降32.4%。

推动全民反诈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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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反诈宣传工作入脑入心。

高新区组建了一支逾 200 人的预警劝阻队伍。图为表现突出的预警工
作人员获发奖励金。

反诈宣传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