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国际4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 编辑：周智捷 版式：叶苗苗 电话：57677763 信箱：jryjnews@126.com

■ 国际时讯

20日，奥运火种再次来到
北京！从希腊古奥林匹亚采集
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将
开始在神州大地的展示和火炬
接力活动，这也标志着北京冬
奥会大幕即将开启。

20日清晨6时许，随着北
京冬奥组委赴希腊代表团抵达
首都机场，北京冬奥会火种顺
利抵达北京。北京冬奥组委特
别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副主
席于再清手持火种灯走出舱
门。

火种欢迎仪式于当天上午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北侧的奥
林匹克塔举行。这里曾在
2008 年见证了一届“无与伦

比”的夏季奥运会，而在明年2
月4日，“鸟巢”将上演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北京也将随之成
为世界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
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
城”。

火种欢迎仪式首先通过视
频回顾了在希腊举行的北京冬
奥会火种采集和交接仪式。伴
随全场期盼的目光，北京冬奥
会火种灯进入了活动现场。北
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
席蔡奇接过燃烧的火炬点燃仪
式火种台。熊熊燃烧的奥林匹
克之火，将在中国人民心中重
燃奥林匹克运动的激情和梦
想。

随后，北京市副市长、北京
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发
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展
示和火炬接力计划。在疫情防
控背景下，按照“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
坚持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首
位，将传统火炬接力与火种展
示活动结合起来，创新打造北
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

火炬接力活动以“迎接冰
雪之约 奔向美好未来”为主
题，以“健康·欢乐·活力”为口
号，精简传递规模，增加展示活
动，将分为火种展示、传统火炬
传递和网络传递三个部分。

根据安排，冬奥会火种抵

达北京后，首先将结合奥林匹
克火炬接力主题展览，在奥林
匹克塔进行展示。部分奥林匹
克全球合作伙伴和北京冬奥会
官方合作伙伴将结合企业公益
项目，广泛宣传奥林匹克精神
和北京冬奥会理念。在冰雪资
源较为丰富、冰雪运动基础较
好的地区，也将结合各种冰雪
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展示。
2022年2月2日至4日，在北
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将开
展传统的火炬传递活动，共有
约1200名火炬手参与传递。
北京赛区火炬接力着重彰显

“双奥之城”的独特魅力，延庆
赛区着重展现“最美冬奥城”的

全新形象，张家口赛区着重展
示打造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
地的丰硕成果。此外，北京冬
奥组委还将开展火炬网络宣传
推广活动。

仪式尾声，伴随火炬主题
歌曲响起，火种被再次引入火
种灯，并被护送至奥林匹克塔
天穹厅，正式开启了火种展示
活动。

仪式现场，北京冬奥会仪
式火种台首次亮相，其创意灵
感来自中国传统青铜礼器——
尊。与此同时，火种灯、火炬接
力标志和火炬手服装也首次在
国内亮相。

新华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网信办专项整治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

记者19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为切实解决账号运营存在的
突出问题，国家网信办近日召开“清朗·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
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国视频工作会议时提出，将对即时通讯、新
闻资讯、论坛社区、网络直播、知识问答、生活服务、电子商务、网
络视频、网络游戏等各类网站平台账号乱象进行集中整治。

据悉，专项整治行动将紧盯违法违规账号“转世”、互联网
用户账号名称信息违法违规、网络名人账号虚假粉丝、互联网
用户账号恶意营销、向未成年人租售网络游戏账号等五类账
号运营乱象。

其中，针对违法违规账号“转世”，专项整治行动将加强账
号注册管理，严禁已被依法依约关闭的账号以相同名称、相似
名称等关联名称重新注册，对于已被关闭的账号主体，根据违
法违规程度设置一定的禁止重新注册期限。针对互联网用户
账号名称信息违法违规，将坚决处置假冒仿冒党政军机关、企
事业单位、新闻媒体等组织机构名称、标识，以假乱真误导公
众的账号等。

整治网络名人账号虚假粉丝，将全面清理“僵尸”粉、机器
粉，大力打击通过雇佣水军等方式的非自然涨粉行为。此外，
因机构调整等原因无法注销的政务号也将予以集中处置。

据了解，专项整治行动将强化统筹协调，通过进一步加强
账号注册、使用和管理全流程动态监管，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引导账号主体规范账号运营行为，营造清朗网络
空间。 新华

学习是最好的养老
我国老年大学在校学员数超千万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老年人热爱学习、仍在“上学”吗？中
国老年大学协会19日在京发布的《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
（2019-2020）》显示，我国老年大学在校学员总数已超过
1000万。

根据报告，截至2019年末，我国约有7.6万所老年大学
（学校）；在校学员约有1088.2万人；超八成在校学员在70岁
以下，其中60至69岁的学员占比最高，约为学员总数的一
半。除了在校学习以外，网络数字化教育也逐渐成为老年教
育的重要形式。

“未来，学习是最好的养老。”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
说，我国老年教育仍面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应通过
让老年教育重点向基层社区延伸、将老年教育融入社区生活
场景、发展远程教育等途径，最大限度扩大老年教育资源增
量，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

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常务副会长刁海峰介绍，《中国老年
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由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牵头组织
编制，是我国首部老年教育发展报告。报告系统总结了我国
老年教育在党的建设、办学模式、资源整合、课程与教学等诸
多方面的总体情况。 新华

让急救教育进校园
教育部实施青少年急救教育行动计划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实施青少年急救教育行动计划，开
展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首批拟组织150所高中和高
校参与。重点任务包括普及校园急救知识、配备校园急救设
施和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将加强对校园常见的气道异物梗阻
等紧急救护，创伤出血与止血、关节脱位与扭伤等创伤救护，
淹溺、烧烫伤、中暑等意外伤害，火灾、地震、踩踏等突发事件
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教育。 新华

今年5月，上海奉贤警方
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内有群众
在办理所谓“低息无抵押”网贷
后陷入高息陷阱，债台高筑。

据悉，今年2月，家住上海
的汪女士收到一个陌生QQ号
请求添加好友。对方推送“是
否有资金需求？不要求征信，
放款快”的广告，引起了汪女士
的兴趣。

在犯罪团伙的指引下，汪
女士下载了一款名为“大南瓜”
的App，在上传身份证照片、

联系方式等资料后获得借款
2000元；但扣除“服务费”后，
实际收到的只有1400元，七天
后仍需归还2000元。

此后，汪女士又陆续在该
平台借贷了几笔款项。随着
App内的借贷额度提升到上
万元，高额“服务费”和极短的
还款期令汪女士一下捉襟见
肘。该团伙还向汪女士收取逾
期后每天20%的展期费。

就在汪女士一筹莫展时，
她的微信、QQ上不断出现陌

生人添加好友，向其推荐“爱
吧”“爱疯”等十余个借贷
App，引导其“借新还旧”。

今年2月至5月，从第一
笔2000元开始，汪女士借款超
过130笔，累计还款147万元，
实际进账只有60多万元。

当汪女士无力还债后，她
本人和亲戚、同事、朋友不断收
到骚扰电话，甚至在清明节收
到“讣告”和恐吓信息。不堪其
扰的她最终将房子卖掉偿还债
务。

成功试射
朝鲜发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据朝中社20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19日成功
试射一枚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朝鲜国防科学院说，该枚导弹采用侧面机动及滑
翔跳跃机动等许多升级的制导技术，将为提升国防技
术和改进海军水下作战能力作出重大贡献。

另据韩媒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日说，当天
上午10时17分许，韩国军队捕捉到朝鲜向半岛东部
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谴责朝鲜此次导弹试射，认为这凸显开展外交与对话
的迫切需要。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9月30日成功试
射一枚新研发的防空导弹。9月，朝鲜国防科学院曾
多次试射导弹，包括远程巡航导弹、铁路机动导弹和高
超音速导弹。 新华

共抗美国
伊朗委内瑞拉拟签长期合作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18
日在德黑兰会晤到访的委内瑞拉外长费利克斯·普拉
森西亚，宣布双方同意“起草未来二十年合作路线图”。

阿卜杜拉希扬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在谈判过
程中同意起草今后二十年合作路线图。”按照他的说
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有望在数月内访问
伊朗首都德黑兰，届时双方将签署合作文件。

普拉森西亚说，委伊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伊朗
是委内瑞拉政府、人民和总统的战略伙伴”。

伊朗总统府一份公告写道，莱希把伊朗同委内瑞
拉等国合作视作执政要务之一，“我们需要明确、长期
的计划，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展双边关系”。

美国《新闻周刊》分析，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二十年
合作协议将把美国的“两个敌人”拉到一起。 新华

价格便宜
瑞士居民到法国购买新冠检测

由于瑞士本月停止提供免费新冠检测，一些边境
地区居民选择到邻国法国购买价格更便宜的检测服
务。

欧洲“本地”新闻网站18日以瑞士广播电视台为
消息源报道，以往瑞士边境地区居民时常到法国采购
日常用品，因为法国日常用品价格更低。如今他们跨
境又多了一个理由：自10月11日开始，瑞士政府为节
省开支不再承担大多数居民的新冠检测费用。

依照“本地”新闻网站数据，眼下在瑞士多数地方，
一次快速抗原检测收费47瑞士法郎（约合327元人民
币），一次更精确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收费
134瑞郎（933元人民币）。在法国，这些检测费用要
低得多，自10月15日起，一次快速抗原检测收费最高
不超过22欧元（约合164元人民币）,一次PCR检测收
费最高不超过44欧元（约合329元人民币），且检测结
果获得瑞士方面认可，可用来办理“新冠通行证”。

瑞士自9月13日起要求人员进入室内餐厅、健
身房、博物馆、影院等必须出示“新冠通行证”，违者将
被处以100瑞郎（696元人民币）罚款。完成新冠疫苗
接种或新冠检测呈阴性者均可办理通行证，但通行证
有效期不同。 新华

撞上电杆
美国一客机坠毁机上21人全员生还

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19日发生一起飞机坠毁事
故，机上21人全部生还，其中2人受轻伤。

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9日10时
30分左右，一架麦道MD-87型飞机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行政机场起飞后不久撞上一根电线，随后坠毁在一片田野。

据报道，机上18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安全撤
离，其中2人受轻伤，他们被送入医院治疗后均已出
院。失事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产生的浓烟数公里外
可见，救援人员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火扑灭。

当地企业中心点能源公司说，飞机撞断电线导致
附近地区短暂停电，1800多用户受影响，目前该地区
电力供应基本恢复。

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美国国家运
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新华

北京冬奥火种抵达北京
火炬接力活动将分为火种展示、传统火炬传递和网络传递三个部分

上万人受害，涉案金额达6.3亿元……

揭秘上海网贷“连环套”诈骗案
“不要求征信，放款快”

“无抵押秒放款”……这类充
满诱惑的贷款广告在网上比
比皆是，背后往往暗藏巨大
陷阱。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
起集“高炮贷”“连环套”“软
暴力讨债”于一身的新型特
大网络借贷诈骗案，涉案金
额达6.3亿元，全国已查证
的受害者超过1万人。

查明整个犯罪网络后，上
海警方专案组兵分五路实施抓
捕。7月22日上午，专案组在
各地警方配合下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一举抓获团伙成员 86
人，当场查获作案手机200余
部、电脑 60 余台、车辆 10 余
部。由该团伙开发的23个网
贷App平台均被关闭。

“根据刑法规定，诈骗公私
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北京盈科(上海)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段晓利告诉

记者。
奉贤分局刑侦支队副

支队长徐伟峰表示，公众贷款
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
理，切勿轻信陌生电话、短信、
网络广告和所谓“无抵押秒放
款”的诱惑，避免陷入犯罪分子
圈套。

新华

接到报案后，上海市公安
局奉贤分局刑侦支队展开调
查，发现“爱疯”“爱吧”等20多
个网络贷款App平台，以为被
害人“办理短期无抵押贷款”为
诱饵，采用收取高额服务费、

“软暴力”讨债以及“借新还旧”
等手段，逐步侵吞被害人财产。

不久，一个由平台开发、贷
款运营、支付结算三方组成的
全链条网络借贷诈骗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

警方进一步查明，该犯罪
团伙全部在网上实施远程作
案。江苏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犯罪嫌疑人顾某负责23
个非法借贷App开发，并联系
第四方支付平台将违法所得

“洗白”；负责运营的犯罪嫌疑

人郑某、杨某等人，先以线上办
理“短期无抵押贷款”为诱饵物
色贷款人，然后收取高额“服务
费”放贷。

一旦被害人无法如约偿
还，犯罪团伙便通过“借新还
旧”及引导收取展期费等手段，
进一步垒高被害人债务，并通
过各种“软暴力”索债，迫使被
害人“借新还旧”。

“被害人实际拿到的钱款
仅为申请款额的六七成，却被
要求短期内全额还款。当还款
逾期时，还会被收取每天20%
的展期费。实际借贷年利率折
算后至少达1500%。”奉贤分
局刑侦支队民警郭宇说。

涉案的 23 个非法借贷
App都暗藏陷阱：使用者只要

完成注册，平台就会跳过申请
环节直接给使用者放款，但还
款需要连本带息；直到还款前
一天，App 才会显示还款期
限，变相诱导还款人逾期；同
时，App会自动获取手机内所
有通讯录、短信以及安装应用
的相关信息，用以催收……

为了降低“坏账率”，
该团伙还通过开发风控系统、
网上购买信息、侵入其他贷款
网站等方式，筛选出征信较好、
有还款能力的“优质客户”进行
精准营销来保证巨额盈利。

自2020年4月起，至案发
前，该案涉案金额已达 6.3 亿
元。专案组现已查证到全国各
地被害人1万余名，借款超15
万笔。

网贷成“连环套”借2000元卖房还债

年利率超1500% 上万人“掉坑”

诈骗团伙覆灭 网络借贷需谨慎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县融媒体中心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