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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泰山见证人民警察热血写忠诚
这些年，每到清明节，民警代

表都会来到山东省泰安市革命烈
士陵园人民烈士纪念碑前，缅怀与
歹徒英勇搏斗、壮烈牺牲的战友。

夏波生于1974年，山东宁阳
人，1995年7月参加公安工作，生
前任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刑
警大队民警。“80后”肖斌，山东东
平人，2003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
任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岱宗
坊派出所民警。齐洪海1962年生，
山东泰安人，1986年12月参加公
安工作，生前为泰安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直属二大队一中队民警。3位

民警都是共产党员。
2011年1月4日上午11时许，

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协助山东
德州公安，到一犯罪嫌疑人亲属家
中调查了解情况，夏波带领刑警队
员与执勤辖区民警肖斌会合。肖斌
说：“辖区情况我熟，你们跟我来！”

进入一所大院，肖斌上前敲
门：“我们是岱宗坊派出所的……”
话没说完，栅栏式防盗门的内侧木

门突然打开，一名犯罪嫌疑人隔着
防盗门射出一枪。

肖斌来不及躲闪，头部中弹。
倒地瞬间，他还一把推开身边的战
友。因伤势严重，后经全力抢救无
效，肖斌壮烈牺牲，年仅31岁。

室内冲出两人，疯狂地向民警
开枪射击。夏波右上腹部被霰弹
射中，他大喊：“小心，有枪，快撤！”
强忍剧痛，夏波搀扶腿部受伤的民

警钱祥村向后撤退。犯罪嫌疑人
快速追来，为掩护战友，夏波迎面
挡在了犯罪嫌疑人面前。

在与犯罪嫌疑人激烈搏斗中，
夏波身中7刀。在生命最后一刻，
他用浸满鲜血的手紧握手机报告：

“队长，他们手里有枪！”就这样，夏
波壮烈牺牲。

逞凶后的两名歹徒抢劫一辆
过往汽车逃跑。泰安市公安局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在全城展开
布控堵截，交警支队向路面一线执
勤民警下达布控查缉指令。接到
指令，齐洪海密切关注两名犯罪嫌
疑人行踪。12时30分左右，对讲
机通报，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出
现在离齐洪海的执勤点仅千米的
地方。齐洪海立即开着轿车朝犯
罪嫌疑人方向追去。犯罪嫌疑人
车辆失控，与路边绿化带内一大树

相撞，车辆严重受损。犯罪嫌疑人
持刀枪弃车逃出，疯狂向着已经赶
到的警车奔去，不断开枪射击。

齐洪海在危急时刻果断停车，
准备上前增援。这时，犯罪嫌疑人
发现了车内的齐洪海，向他连开两
枪。齐洪海头部中枪，壮烈殉职。

2011年1月7日，山东省政府
批准夏波、肖斌、齐洪海为革命烈
士；1月9日，山东省委追授夏波、肖
斌、齐洪海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
员”；1月31日，公安部追授夏波、
肖斌、齐洪海为“全国公安系统一
级英雄模范”。（新华社记者 杨 文）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桂 娟 李
文哲）已发掘4000平方米区域内，
发现多处集熔铜、浇铸、打磨加工
为一体的独立铸铜作坊，并出土一
批大型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和铸造
陶范、陶模。考古证实，河南安阳
辛店遗址是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
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辛店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
方米。初步调查，商代晚期铸铜相
关遗存约占遗址总面积的百分之
五十以上，已出土各类陶范、芯、
模、炉壁残块等1.2万余块。”安阳
市文物局副局长孔德铭说。

辛店遗址铸铜遗迹发现于
2016年，曾获当年河南省五大考古
新发现。为配合基建，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8年以来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
发掘。

最新考古发现，辛店遗址核心
区域分支出5处独立完整的铸铜区
域，南北分布在同一横轴上，均设
有工作区、生活区、祭祀区、墓葬

区。工作区内有备料取土坑，范土
淘洗池，制范作坊，集烘范、熔铜、
浇铸、打磨加工为一体的铸铜作
坊，废弃物堆积处等功能区，可完
成青铜器铸造全过程。

“这些发现对研究商代晚期青
铜器铸造工艺以及相关设施的建
设与布局意义重大。”孔德铭表示，
遗址内多座墓葬出土包括“方形
器”在内的青铜礼器46件，是继殷

墟核心区之外，出土商代晚期青铜
器又一重要区域。

近20件青铜礼器上带有“戈”
字铭文、集中成片的大型高规格建
筑群等，进一步分析表明，辛店遗址
不仅是殷墟时期以“戈”族为主体的

“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
造基地，更展示了甲骨文所记载“大
邑商”的范畴。

“大型高规格建筑群从殷墟四
期才开始出现，表明辛店遗址此时
地位提高，规模扩大，成为殷墟核
心区10公里之外最重要的聚落城
邑。正是由于辛店遗址的兴起，殷
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邑商’。”
孔德铭说。

孔德铭表示，辛店遗址所发现
的殷墟四期偏晚阶段墓葬的主人
应是“殷遗民”，在墓葬形制、随葬
器物组合、出土青铜器铭文等有着
明显的一致性，说明辛店遗址可能
是西周初期“殷遗民”的据点，为研
究商末周初时期殷墟状况和“殷遗
民”迁徙提供了重要线索。

河南安阳发现迄今范围
最大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这是辛店遗址内发现的陶范堆积坑这是辛店遗址内发现的陶范堆积坑（（资料照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海南拥有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
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和众多
特有的动植物种类，是我国热带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保护好生态环
境，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基础保障和特色优
势。

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正式启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
规划总面积4400余平方公里，约占海南
岛陆域面积的1/7。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不
仅能够保护热带雨林动植物资源，推进
热带雨林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也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打造一张靓丽的生态名
片。

图①：在海南邦溪坡鹿自然保护
区，一只坡鹿在保护区内飞奔。

图②：在海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内
拍摄的姬蛙。

图③：在海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内
拍摄的海南长臂猿。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新华社悉尼4月8日电（记者
郭 阳）澳大利亚专家日前表示，大
堡礁近来出现有记录以来最广泛
的珊瑚白化现象，这说明应对气候
变化刻不容缓。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7

日发布公告说，该校珊瑚礁研究项
目中心主任特里·休斯等人组成的
研究团队，在3月份最后两周从空中
观察了大堡礁区域的1036个珊瑚
礁，结果发现了大面积白化现象，特
别是大堡礁南部首次出现珊瑚大规

模白化。这也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发
现大堡礁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大部
分地区都出现严重白化现象。

研究人员说，珊瑚白化是因为
海水温度变化等原因而出现的颜色
变化，在白化现象严重时，许多珊瑚

会死去。研究人员计划在今年晚些
时候通过潜水方式详细评估最近这
次白化现象造成的珊瑚损失。

纵贯于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
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全长2300多公里。近年来，大堡礁
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多次出现珊瑚
大规模白化现象。此外，大堡礁还
面临海洋污染等威胁。

大堡礁出现严重珊瑚白化现象

神秘的海南热带雨林神秘的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国家公园 ②②

①①

③③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田晓
航）小刘的母亲曾加入一个老年
拼购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自称某国际著名保健品公司中
国区代理负责人的“祝总”在群
里称有“秘密渠道”可以搞到国
外研制、专门预防感染新冠肺
炎的保健品，在骗取小刘父母
转账 4.5 万元以及几个老人的
钱款后，从群里彻底消失。这
是北京市老龄协会近日梳理的
疫情期间针对老年人诈骗的典
型案例之一。

“从老年人向我们打电话求
助和报案的情况看，疫情期间老
年人接触骗子的主要方式是微
信朋友圈、微信群和团购圈等。”
北京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
长尹政伟说，以前老年人不太注

重手机上的活动，这次疫情让一
些老年人学会了网购、团购，这
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
主任党俊武认为，不法分子利用
老年人害怕感染的焦虑情绪以
及对病毒相关信息的不了解，其
诈骗技术根本上并没有更新。
他提醒老年人及其家人牢记三
句话：“好事儿”不轻信；“坏事
儿”不要太当回事；让掏钱一律
拒绝。

此外，独居老人财务比较独
立，容易在没有家人商量的情况
下自己消费或是购买理财，是受
骗的重点人群。党俊武说，子
女、邻里社区、亲戚朋友都要多
关心老年人，多和老年人沟通，
沟通能够有效减少老年人被骗。

疫情期间老年人如何防骗？
专家支招“三句话”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刘良
恒）“只需要租借个人微信、支付
宝等账号，就能日赚千元？”长沙
市公安局3月31日发布预警，这
些看似诱人的“跑分”网络兼职项
目，实际上是不法分子参与“洗
钱”等信息网络犯罪的“障眼法”。

3月18日，长沙县公安局新
安派出所接到两名在校大学生
报警求助，称在一兼职QQ群中
看到了一条“招募游戏代充值”
的信息。在位于某酒店的招聘
地点，两人被要求提供自己的身
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账
号等个人信息。发觉情况不对
劲，两人随后跑出酒店报警。民
警研判该起警情可能涉及新型违
法犯罪，迅速将情况上报，后经过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
（反电诈中心）分析和研判，初步
认定该窝点存在“洗钱”嫌疑。当
晚，办案民警将正在从事“跑分活
动”的7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经查，今年以来，嫌疑人李
某、孙某、王某某等人相互勾结，
以长沙县泉塘街道梨江社区多
个宾馆为隐藏地点，在互联网上
发布所谓“游戏代充值”的兼职
招聘信息，吸引大量兼职者前往

应聘。不法分子利用兼职者的
身份信息、手机号码、银行卡，注
册大量支付宝账号用于QQ群

“跑分”，为境外赌博网站或电信
诈骗团伙非法提供资金支付通
道，并以此获取佣金。仅3月份，
这个团伙参与“跑分”的涉案资
金就高达700余万元。目前，李
某、孙某、王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据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民警
介绍，所谓“跑分”，就是利用微
信或支付宝的收款码，为别人代
收款，随后赚取佣金。“跑分”平
台打着兼职招聘的旗号，招揽群
众出借自己的支付账户。这些
租赁来的支付账户被大肆用于
电信网络诈骗、赌博、色情交易
等违法犯罪活动，实际上就是

“洗钱”。“兼职者”在承担经济损
失风险的同时，还有可能要负相
应的法律责任。

长沙警方提醒，避免“跑分”
陷阱，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
息，不要轻易被网络上不切实际
的高额利润所诱惑，不能随意出
租出借自己的身份信息、个人账
号、支付账户等，以免沦为犯罪
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赵久
龙）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决
定在锡山区、铜山区、太仓市、
金湖县、射阳县、扬中市、泗洪
县等7地开展“房地一体”农村
不动产登记颁证示范点建设工
作，推广“交房（地）即发证”不
动产登记模式，力争今年实现
全省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登记颁证率 90％以上，明年
基本完成全省农村“房地一体”
不动产登记发证。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要求示
范点 4月 15日前制定“房地一
体”农村不动产登记颁证的实施

方案，5月底前出台农村不动产
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政策
文件，比全省面上提前3个月完
成工作任务，率先完成“房地一
体”农村不动产登记颁证率达到
50％的任务。

江苏要求，各地不动产登记
机构与税务部门加强协同配合，
综合运用“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网上核税缴税、移动服务
车、移动办证设备等技术，迈入
社区、来到现场，为有需求、提出
申请的群众在交地、交房时即开
展不动产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
书，提升服务水平。

江苏开展“房地一体”农村
不动产登记颁证示范点建设

网上兼职“跑分”赚钱？
小心沦为不法分子帮凶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朱国
亮）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近日破
获一起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案，成功解救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2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5只。

记者3月31日从泰州市公
安局了解到，经国家林业局森林
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泰州警方
解救的7只野生保护动物分别是2

只非洲灰鹦鹉，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3只折衷鹦鹉、1只葵花鹦鹉、1
只隼，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
中。解救的7只野生动物已委托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野生动物园
妥善饲养保护。

泰州警方解救7只
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