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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为进一
步改善病人就医环境# 根据省卫生厅$%""年
$为民办实事%工作要求#今天#省卫生厅发出
通知要求# 全省开展住院业务的乡镇卫生院#

要为住院病人开设食堂或提供厨房& 同时#要
提供有热水的浴室&所有乡镇卫生院都要在门
诊大厅安装饮水机# 为就医病人提供饮用水&

以上两项便民措施将于今年&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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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流感'麻疹'流脑等呼吸道
传染病及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 今
天#省卫生厅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春季
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特别是中小学'托幼机构要落实
好晨检'缺勤登记和报告等制度&

通知指出#近期监测结果表明#

包括我省在内的南方省份流感特别
是甲型'()*流感活动有所增强& 当

前正值春节假期结束# 新学期开学#

大量学生返校#务工人员外出#人员
流动大#增加了流感等传染病暴发疫
情发生的风险&

通知要求#各市县疾控机构要安
排专人动态监测辖区内传染病疫情
状况#及时按规定报告当地卫生行政
部门&各级医疗机构要对就诊的具有
呼吸道症状'发热的患者进行预检分
诊#合理分流#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发

热门诊要保持正常工作的开展#配备
必要的体温计'酒精'发热病人登记
簿等#认真排查可疑病人&

通知强调#各地卫生部门要与教
育部门相互配合# 督促辖区内中小
学'托幼机构落实好晨检'巡查'缺勤
登记和报告制度# 做好环境消毒'健
康教育等工作&要加强风疹'腮腺炎'

水痘'手足口病等易在学校和托幼机
构暴发流行的疾病的监测工作#发现

疫情#及时协同处理#防范学校出现
疫情暴发流行&一旦学校发生暴发疫
情#要及时组织论证#必要时可采取
临时停课措施&

据悉# $+""年以来# 我省共报
告局部暴发甲型 '")" 流感疫情 !

起# 为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 共报
告流感样病例 ,, 例 # 其中甲型
'*)*流感确诊病例 -人. 均为轻症
病例# 已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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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来稿已
收#拟刊登在本刊#请在接到通知后
一周内将有关收费寄至本部((%

以后要是您收到这样的 $稿件处理
通知%#可得多留个心眼了& 记者今
天走访了海南省$扫黄打非%办#省
市公安'文化稽查'邮政公司等联手
侦破全国$扫黄打非%办重点督办的
非法期刊)中国教育科研*诈骗案的
多个部门# 为读者还原大案侦破的
细节# 同时该案也警示了急于发表
论文的人+千万要擦亮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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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中国教育科研*杂志是假
的#但从外表来看却印刷精美'设计
讲究'纸质较好& 主管单位为国家教
育部# 在扉页上还印着+ 标准刊
号,,,/00)*,1232,$+45)2"31$6$4

71%& 杂志还称+凡在该刊发表的教
教教学科研成果报告或教育教学实
践方面的论文作者可按照有关精
神# 向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申
请获得继续教育学分&

据省$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这类非法出版物都是打着$核
心期刊%的名头诈骗#诈骗对象就是
各家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学校的教
师#因为这些单位评定职称时#有论
文在省级期刊或是中央级期刊发表
的人才可以参评# 他们就以可以帮
助刊发论文来骗取$组版费%&

据曾被)中国教育科研*骗过的

张先生介绍# 他在云南从事医疗工
作#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假
杂志的征稿广告#当时正准备评职称
的他立即根据广告上的电话与该杂
志$编辑%取得联系#以邮寄的方式将
自己的论文及&1+元邮寄到其提供的
地址&因为该杂志提供的联系电话是
在北京#但收款人却在海南#当他到
新闻出版总署网站查询#才发现这个
原是一个山寨版的所谓$核心期刊%&

于是#张先生当即向全国扫黄打非办
举报了此事&

据省公安厅办案民警介绍#仅仅
是$+*+年的其中两个月#来自云南昆
明'江西南昌等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投
稿作者上当受骗而通过邮局汇到非
法杂志)中国教育科研*的汇款凭证

就有*+++多张#汇款金额1+多万元&

$-日下午#记者来到符某夫妻俩
租住的非法出版物仓库窝点龙昆南
道客村定安小区# 在小区一个小卖
部#记者一打听此事#一些妇女立即
议论纷纷#$我们都看到那个女的被
抓下来了& %李女士指着一栋民宅告
诉记者#被抓的女子符某就住在-楼#

记者看到#这是一栋-层的民宅#周围
除了有许多旧房子外#还有几个垃圾
场和修车铺面#前面是一条臭水沟&

$以前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去年
下半年就看到来了很多男女& %符某
的租住处隔壁一位阿姨告诉记者#她
常常看到符某和他人往外面运东西#

都是一箱箱的用信封装着的杂志和
报纸#然后用摩托车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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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分
析#该诈骗团伙之所以能长期屡屡得
手#使得全国成千上万的教师和医务
人员上当受骗#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市场需求明显& 当前许多行业
如医疗'教育等领域#从业人员的职
务'工资待遇'职称评定与其是否在
行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有密切关系#

这是受害人上当受骗的直接诱因&

二是个案的案值小& 该诈骗团
伙向受害人骗取的版面费是每篇
12+82%%元之间#数额不大#即使发
现上当#受害人一般也能承受#大多
不会因此向有关部门报案& 甚至有
的受害人明知是假# 但为了职称评

定'职务升迁#不惜欺骗单位&

第三# 该诈骗团伙以假充真#具
有很强的欺骗性&他们刻制了近百枚
假印章#并安排专人进行排版'克隆
假冒非法刊物#达到以假乱真& 同时
有专人接听咨询电话#以某某信箱为
联系地址#不明确具体地址#使受害
人不容易辨别&

警方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此类案
件有其共同特点+一是或非法出版#或
冒用合法期刊名义非法出版并以能够
刊登论文为诱饵诈骗钱款- 二是危害
范围大#受害人数多-三是犯罪手法隐
蔽&犯罪分子不与投稿人见面#利用互
联网和小灵通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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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学校和医院评定职称一事#

记者采访了省内一所大学负责职称
评定工作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
者#以他们学校为例#中级职称一般
虽然要求在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并不
需要附上原件# 只要复印件即可#而
副高以上的职称则要求在国家级'省
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这都是以论文的数量给逼的#

有的地方的老师和医护人员对此不
堪重负&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卿
志军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论文
成为评职称的通行证#给很多行业的
从业人员带来了压力& 为了应付考
核#许多人急功近利& 卿主任呼吁政
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尽早给$论
文%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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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 -% 日到 1 月 "% 日# 全
省公安机关开展 $净网一号% 专项行
动# 打击网络犯罪&

自$月"6日收网至今#$净网一号%

行动取得显著战果#全省公安共成功捣
毁涉网违法犯罪窝点$6个#抓获涉网违
法犯罪嫌疑人"$9名 #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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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刑事
拘留16人#行政处罚-&人&冻结'扣押涉
案资金共计$6&余万元 #45E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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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NOJ

.%

KL!

#缴获
涉案电脑"-"台'车辆&台'银行卡及存
折19张'手机及小灵通2-部&

$-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根
据全省公安机关$春季攻势%专项行动
的部署#在省公安厅$净网一号%领导小
组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月"6日#$净
网一号%行动总指挥海南省公安厅副厅
长国章成一声令下# 省公安厅网警总
队'刑警总队'治安总队和各重点市县
公安机关迅速行动#集中收网& 自"6日
起#以海口'三亚'儋州'东方'定安'澄
迈'洋浦等市县#P!为重点的全省公安
机关及时抽调精干警力#开展了打击整
治涉网违法犯罪$净网一号%专项行动
第一次集中收网行动#取得突出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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