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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化优先保障民生投入
时报讯（记者 周晓华）近年来，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优先保障民生投入。1 至 7 月，循化县
民生支出达 79305 万元，
占总支出的 75%。
据了解 ，今年循化县新增城镇就业岗
位 610 个，困难人员再就业 52 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 3.05%，低于指标任务 0.45%。打
造“撒拉人家”示范店 20 家，新增拉面馆
101 家、累计达到 7441 家，转移农村劳动力
36735 人（次），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
就业 1154 人，实现劳务收入 15830 万元。
全 县 社 会 事 业 协 调 发 展 ，教 育“ 全 面 改

薄”、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中建设等 26
个续建项目进展顺利，已完成投资 3381 万
元，建成校舍 3.48 万平方米、运动场 7.46
万平方米。围绕健康循化建设，与远程视
界集团达成医疗合作协议，并与北京市阜
外医院、协和医院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结
成医疗帮扶联合体，医联体覆盖全县 9 个
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群覆盖
率达 46%，使优质医疗技术资源区域、城乡
之间双向流动。建成预脱贫村标准化卫
生室 24 个，正在实施 7 个。
同时，循化县进一步规范城乡低保工

作审批程序，发放城镇低保金 801.6 万元，
并全面落实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低保等
民生指标提标扩面要求，养老、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逐年提升，特困群众基本生活得
到了保障，完成棚户区改造 2266 套、公租
房 1118 套，贫困群众住房困难得到缓解。
统筹实施“高原美丽乡村”、产业发展、易
地搬迁、基础建设等扶贫项目，目前已完
成投资 5831 万元。通过集中安置、分散搬
迁，扎实推进 137 户贫困户和 8 户非建档
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项目，有望年底全面
建成、实现入住。

电信网络诈骗

需警惕
时报讯（记者 张海霞 通讯员 王正芬）
近日，平安区公安局连续接到群众报警，
称被电信网络诈骗现金。犯罪分子冒充
公检法工作人员以受害人涉嫌洗钱、办理
信用卡透支为由，让受害人持银行卡到自
动取款机上，按照对方的指使进行操作，
使受害人银行卡内的现金在不知不觉中
被转账。
9 月 2 日 10 时 50 分，陈女士接到一名
自称是海西州公安局刑侦队工作人员的
电话，对方称他人冒用陈女士的银行卡进
行洗钱犯罪活动，并通过为陈女士电话转
接重庆警方“核实”，进而使受害人陷入犯
罪分子的圈套之中，被骗现金 2500 元。9
月 4 日 14 时 22 分，吴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
海东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重
庆警方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该犯罪嫌疑
人涉嫌洗钱，并以同样的方式转接重庆警
方与吴女士进行“核实”，吴女士信以为
真，损失现金 46600 元。9 月 6 日 08 时 37
分，肖女士以同样的方式被诈骗现金 8400
元。
电信诈骗花样繁多，手段狡猾，且涉
案金额巨大。平安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市
民，公检法机关作为执法部门，不会与当
事人使用电话对所谓的“办案需要”等问
题进行案件办理，更不会要求您按照电话
或短信中的提示操作任何现金交易。因
此，当接到此类电话时绝对不要相信，冷
静应对并和当地公安机关核实，以免上当
受骗。接到冒充亲朋好友、熟人、QQ 好
友、微信好友等电话或短信时，一定要先
确认其身份，特别是遇到“资金周转不灵
借钱”、
“ 家人出了急事需要打款”等电话
或信息时，需要谨慎，不要盲目转账汇款，
防止受骗。
□时报记者 冯大馨
近几日，我市多个幼儿园门口都在上
演小朋友们的哭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爸爸妈妈们无奈转身、黯然抹泪的“惨烈
一幕”。
市民马女士家对面是一所幼儿园，每
到开学季，几乎每天早晨楼下都有孩子的
哭喊声。
“以前是别人家的孩子吵得头疼，
如今看着自己的孩子也到了上幼儿园的
年纪，一想到女儿入园后，吃饭、睡觉都不
适应，自己都变得焦虑不已。”
马女士说。
市民祁女士也表示，自己 4 岁的儿子
去年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也闹出了不少状
况。
“第一天接他回家时，发现裤腿湿了一
大片，才知道孩子尿裤子了。”在家从来不

在城镇化进程中，海东市很注重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协调发展，引导农
村劳动力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新的工作、新的生活环境。图为平安伊人绣坊有
限公司董事长俞兰正在手把手教来自农村以及下岗女工们学习丝带绣的做法。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孩童离家 72 小时后获救
□时报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李健
“站住！口令！”近日，武警海东支队七
中队执勤哨兵正在执勤时，突然发现一个
黑影从电动门侧面围栏钻入目标区域，哨
兵立刻利用掩体掩护自己并大声询问口
令，不料并没有听到回令，而是隐隐约约听
到了小孩子的哭声，哨兵观察后发现原来
是一名年纪 10 岁左右的孩子，哨兵迅速通
知了循化县武警中队。
该中队指导员李健得知情况后，迅速
从队部赶往坝点。
“ 快给孩子拿件棉衣穿
上！倒杯热水再找点吃的来！”在李健的耐
心安抚下孩子逐渐从紧张恐惧的状态恢复
平静，他边吃边和李健聊起了天。从谈话
中得知，孩子名叫马努尔撒（化名），家住化
隆县甘都镇牙路乎村，因与父母吵架离家

出走已经三天了。刚出门还认识路，可越
走越远，当走到山路附近时便迷了路。小
孩平时从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更没有到
过水电站这边，在这 72 小时的时间里一直
在水电站附近的山路上徘徊，直到看见水
电站坝点宿舍有亮光便一路寻着光走到了
事发地。
李健将了解到的情况迅速通报给甘都
镇派出所，派出所民警赶到坝点接上孩子
握着指导员的双手激动的说：
“真的十分感
谢你们！孩子的父母非常愧疚、非常着急，
刚走失就报案了，但由于孩子走失的具体
地点不明，再加上附近群山环绕，寻找起来
十分困难，这三天我们一直在找但都没有
结果。”
“孩子找到了就好！孩子没有大碍
只是受了些惊吓。
”李健说。

家长如何帮幼儿度过入园关
尿裤子，怎么一到学校反而退步了呢？而
让祁女士更担心的是，孩子在家都不好好
吃饭，都是大人追着喂才吃，到幼儿园孩
子多，老师能照顾过来吗，
孩子能吃饱吗？
三四岁正是幼儿产生依恋的一个高
峰期，幼儿离开熟悉的家庭来到幼儿园，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和陌生的小伙
伴，都会使幼儿产生不安全感，对亲人的
依恋感加强，随即产生焦虑、不安、伤心、
痛苦的情绪和撒娇、哭喊、吵闹等拒绝分
离的表现。而父母在这段时间也会出现
一些焦虑，父母的焦虑更会影响孩子，因

此，不论对于孩子还是父母来说，孩子入
园这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那么，家长要
怎样才能帮助宝宝度过入园关？
对此，互助县城南幼儿园的张老师表
示，为了帮助孩子更快度过这个时期，就
需要父母和孩子一起努力。在日常生活
中，家长应该把一些关于幼儿园的信息告
诉孩子，让孩子有心理准备。同时，孩子
入园前，父母要调整孩子的作息规律，培
养自己洗手、喝水、独立吃饭、大小便、穿
脱衣裤等等各项生活自理能力，以减少孩
子入园后的焦虑和自卑。

街边扫码领礼品

藏猫腻
□时报记者 周晓华
如今，商家为了提高产品销
量，把营销方式做得五花八门，
其中“微信扫一扫，免费领礼
品”的活动屡见不鲜。近日，乐
都区市民秦女士就因为扫码领取
洗衣液，结果微信近百名好友全
部都收到了她微信自动发出的
“广告”
。
9 月 10 日中午时分，乐都区
市民秦女士和家人路过新乐佳苑
小区时，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正在
举行免费送洗衣液活动，看到很
多人都在排队，秦女士也加入其
中。有几位工作人员支了个印有
某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的易拉宝，
吆喝着“扫二维码当场送洗衣液
一包”。简单沟通几句后，秦女士
了解到，他们正在进行某公司的
推广工作，扫二维码便可免费送
洗衣液，主要是为了增加粉丝
量。秦女士发现，扫码以后微信
显示了网页登录，秦女士没有多
想，就点了确定，并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秦女士用手机拍了一
张照发了朋友圈。微信扫码完成
后，提着领到的洗衣液回到家
中。没想到，一会儿就收到了朋
友接二连三发来的微信：“你换微
信号了？”“你改行了？”。打开手
机一看，秦女士才发现自己的手
机群发了该汽车销售公司优惠活
动的信息，微信好友近百人全部
收到了。
不得已，秦女士只能挨个向
好友解释，自己并没有改行也没
有换号码，她觉得受到了商家的
欺骗。秦女士告诉记者，手机上
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多，当时也没
在乎多扫了一个，没想到还真出
了问题。“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再
也不在街头扫码了！”秦女士说。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面对
免费的礼品诱惑，也有部分消费
者“把持”住了自己。平安区市
民祝女士就说出了自己不为所动
的原因和担忧，“微信已经是我日
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工具了，我几
张银行卡都绑定在微信上，连上
一些商场的 WiFi 都怕有风险，更
何况是扫码，万一是骗子呢？”市
民张女士说：“特别是那些关注之
后还需要注册的，填写那么多个
人信息，以为这些小礼品真的是
免费送的吗？其实那也是贩卖了
自己的个人信息得来的。”张女士
直言，要是为了贪图这点小礼
品，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给泄露
了，得不偿失。
业内专家提醒，市民一定要
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保护个人隐
私，不要随便泄露个人信息，千
万不要为小利所惑，盲目扫描来
路不明的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