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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我给
对方转账了 300 元，第二天却

并没有在丹阳日报的报纸上看
到‘声明’。”近日，王丹（化

名）想在本报刊登一条“遗失
声明”，没想到却落入了骗子的
圈套。

说起此事，王丹连连摇
头，“我本想直接去报社的，但
因事忙，一时抽不开身，于是
便在网上进行搜索，看丹阳日
报有没有网上办理业务的渠
道。如果可以网上办理，那就
省得我特地跑一趟了。”让王丹
感到惊喜的是，这一搜索，还
真被她找到了。

通过百度搜索引擎，王丹
进入了一个名为“报业集团在
线登报中心”的网站。“我点进
去之后，马上就有客服人员与
我联系，询问我要办理什么业
务，我便告诉对方，想要在报
纸上刊登一则‘遗失声明’。”
王丹告诉记者，打从一开始，
她便没有起疑心，“那网站做得
太逼真了，非常专业，我通过
网页上显示的微信客服二维码
加了对方微信，将内容编辑好
后发送给了对方。对方告诉
我，需要 300 元，第二天便可
以见报。”王丹没有多想，就将
300元钱转给了对方。隔天，王
丹在路边的报刊亭里购买了一
份《丹阳日报》，可是，翻遍整
份报纸，她也没有看到她想刊
登的那则“遗失声明”。王丹告
诉记者，当她再次与对方联
系，想要询问情况时，对方没
有再回复任何内容。

本报广告经营部门工作人
员王琳长期负责为市民提供登
报服务，她告诉记者，像王丹
遇到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经
常有人跑来质问我们为什么交
了钱却没有刊登信息，起初我
们也挺纳闷的，后经询问才知
道，这些市民都是通过各式各

样的网站办理的业务。我们一
听就知道这些市民被骗了，毕
竟丹阳日报社并没有开通网上
办理登报业务的渠道。”

随后，在百度搜索引擎
上，记者先输入了“丹阳日报
挂失”，页面上随即显示出多个

“400”开头的电话号码，却没
有一个“86”开头的本市固定
电话号码，有的链接在电话号
码后还写着“见报付登报款”

“免费送报纸”等内容。接着，
记者又输入了“丹阳日报登
报”，在搜索到的数十条“结
果”中，位列前三的分别为

“丹阳日报登报挂失多少钱”
“丹阳日报遗失声明流程”以及
“丹阳日报登报声明价格”，这
些链接的后缀均显示为“报业
集团在线登报中心”。不过，分
别点击这三条链接后，记者发
现进入的实则是同一个网站
——“报业集团在线登报中心
首页”。在该网站中，记者看
到，其显示的单位地址仅是一
个没有写明省份、城市的“登
报中心大厦 B 座”，很让人生
疑，不仅如此，在具体的联系
方式上，除了“广告部”几个
职员的 QQ、微信号外，只有
一 个 “400” 开 头 的 电 话 号
码。

记者注意到，通过该网
站，不仅可以“在线预约办
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
服”。记者通过扫描网站上显示
的QQ客服二维码添加对方为
好友，对方的QQ昵称为“登
报中心客服”。这位“客服人
员”告诉记者，可以在网上直
接办理业务，记者可以加“广
告部”的负责人“任老师”的
QQ 或者微信，甚至还可以与

这位“任老师”讨价还价，得
到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在办
理时间上也没有任何限制，晚
上的话会更加方便些。当记者
提出想要到丹阳日报社面谈
时，对方拒绝了记者的提议。

“客服人员”称，丹阳日报社虽
然只有一处地址，但是办理登
报业务的“办事处”却有多个
地址。当记者再次提出要去报
社面谈后，对方索性不再回复
了。

对于网络上各种“李鬼”
登报网站，王琳认为，识破这
些钓鱼网站并不难，“首先，报
社上班时间为上午 8点 30分至
11 点 30 分，下午 2 点至 6 点，
不存在夜间办理业务一说；其
次，以挂失费用这一项来说，
我们报社的收费标准是 100元/
件，当天，同一个人或同一单
位每增加一件，加收 60 元/
件。相比之下，网上那些动辄
数百元的挂失收费标准实在是
有些高。另外，不论是刊登哪
种类型的声明，即使本人不能
来，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也必须
拿到报社来进行证明，否则将
无法办理任何业务。”本报广告
经营部门工作人员提醒，需要
办理遗失信息刊登等业务的市
民可以致电 0511-86983022 进
行咨询，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
的信息。

打折优惠、夜间办理、多处地址……潜伏网络的“报业集团在线登报中心”——

名为“网上登报”，实为“在线钓鱼”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23日上午，如意慈善导墅
分队爱心人士联合导墅卫生
院志愿者，走访了导墅镇黄伦
村窑沟丘李火春家。李火春
因患有胃肠道间质肿瘤，手术
后需要长期服用进口药物，导
致家庭贫困，此次走访旨在了
解其家庭情况，并商讨如何对
其进行帮扶。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姜锋

摄）

图①为百度搜索“丹阳日报登报”后显示的信息内容；图②为
搜索到的“报业集团在线登报中心”网站首页；图③为网上和“报业
集团广告部”客服人员聊天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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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勘定损岗
岗位职责：
1、车辆出险后现场查勘、资

料收集；2、车辆定损并跟踪审核
过程。

岗位要求：
1、汽车工程与服务、汽车公

估等相关专业，全日制专科及以
上学历；2、有C1及以上驾照，了
解汽车结构。

薪酬：入职一年后年均收入
6-8万元

二、人伤跟踪岗
岗位职责：

1、定期医院探视，了解伤者
伤情和进展；2、对人伤案件进行
损害赔偿调解。

岗位要求：
1、医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

上学历；2、熟悉医疗、保险知识，
年龄 35周岁以下；3、有C1及以
上驾照。

薪酬：入职一年后年均收入
6-8万元

联系人郭经理15052932977
人保财险丹阳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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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美
国白宫 22日公布了有关巴以问
题“世纪协议”的经济部分内
容。这项经济方案计划通过对
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的
投资促进巴经济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这一方
案有以经济援助为筹码对巴政
治施压的意味。鉴于巴勒斯坦
方面已明确表示反对，以色列方
面态度也不积极，该方案将很难
成功。

计划庞大

白宫当天在其网站上发布
了这份名为“和平促繁荣”的经
济方案。方案提出，在未来10年
促成对巴勒斯坦超过500亿美元
的投资，让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
值至少翻番，创造 100万个就业
岗位，将失业率降至接近个位
数。

按照方案规划，这笔投资
中，有 390亿美元来自援助和低
息贷款，另外 110亿美元来自私
人投资。这些投资中过半数将
集中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其余部分则会用于约旦、埃及和
黎巴嫩等国。目前，约旦和黎巴
嫩等国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

根据该方案，每一笔投资都

对应一个意在促进巴勒斯坦经
济发展的具体项目，项目涵盖交
通、能源、水资源、政府改革、教
育、旅游等多方面。据美国媒体
统计，该方案规划的项目数量达
到近180个。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 2017年
上任以来就在酝酿解决巴以问
题的所谓“世纪协议”，而此次公
布的方案是“世纪协议”的经济
部分。特朗普的“世纪协议”由
其女婿、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
纳牵头制订。库什纳曾就此许
诺：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所有
人民都有权拥有一个有尊严的
未来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

意在施压

尽管库什纳把这项经济方
案的目的说得十分高尚，但分析
人士认为，美国此时提出这一方
案有对巴勒斯坦方面施压之意。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美方希望这个方案能激发
关于该地区经济发展可能性的
大讨论，从而向巴勒斯坦人施
压，让他们认真考虑与以色列的
和谈问题从而实现上述经济发
展可能性。

舆论普遍认为，所谓“世纪

协议”的主要思路是“投资换主
权”，即许以巴勒斯坦大量经济
援助，其中多数资金来自海湾国
家，换取巴方在领土和建国等核
心政治问题上的妥协。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
塔赫）发言人穆尼尔·阿勒扎胡
布 23日在反对美国上述方案的
声明中就表示，美国的经济方案
是用“阿拉伯国家的钱财来扼杀
巴勒斯坦人政治解决巴以矛盾
的愿望”。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上述
方案中有许多针对周边阿拉伯
国家的投资，这些内容也有利诱
这些国家联合对巴施压的目的。

难以成功

本月 25 日至 26 日，美国和
巴林将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合办
题为“和平促繁荣”的经济研讨
会。届时库什纳将向与会方兜
售上述经济方案。

不过，作为当事一方的巴勒
斯坦此前已明确表示不会参加
这一研讨会。美国上述经济方
案公布后，包括法塔赫和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内的巴不
同派别于 23日纷纷表示坚决反
对。

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哈

尼·马斯里指出，矛盾重重的法
塔赫与哈马斯在抵制美国“世纪
协议”上保持一致，说明该协议
触犯了巴人民的核心利益，接受
美国方案只会遭到人民唾弃，巴
任何政治派别都不会冒险。

而从当事另一方的以色列
来看，麦纳麦研讨会遭到巴方抵
制，仅有部分阿拉伯国家参加，
而且美方仅允许以方派小型商
务代表团与会，以国内舆论对该
研讨会不抱期待。

分析人士还指出，由于以总
理内塔尼亚胡面临今年9月的大
选，相比美国的“世纪协议”，他
更关心自身的政治前途。

此外，上述经济方案还被认
为本身可操作性就很低。美国
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
项目主任伊兰·戈登堡表示，巴
勒斯坦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掌握
在以色列手中，没有以色列的配
合，库什纳的任何建议都只能是
一纸空谈，而这份经济方案却完
全没有提及要求以色列参与的
部分。

CNN 评论说，这一方案缺
乏切实的经济援助来帮助巴勒
斯坦走出经济困境，也没有任何
公司、政府或是国际组织来为实
现那些“目标数字”背书，该方案
很大程度上将停留在纸面上。

欲以经援对巴政治施压

美“世纪协议”难以落地 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
电 华为美国公司日前在美国
华盛顿特区地区法院起诉美
国商务部，认为美国商务部扣
押华为设备并迟迟不作出相
关决定的行为“非法”。

法院公开的诉讼文件显
示，2017 年，华为将包括一台
计算机服务器和一台以太网
交换机在内的多件原产于中
国的电信设备运往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一家独立实验室检
测，完成检测后计划将设备运
回。当年 9月，这些设备在运
回中国的途中被美国商务部
以调查是否需要出口许可为
由，扣押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
奇市。

诉讼文件表示，设备被扣
后，华为按要求提交了相关信
息，并被告知美国商务部下属
机构通常在 45天内作出设备
是否需要出口许可的决定。
迄今为止，设备已被扣20多个
月，而美国商务部仍未作出决
定。华为方面表示，截至提起
诉讼时，这些设备已“在阿拉
斯加的仓库中陷入官僚主义
僵局”，长达632天。

华为方面认为，这些设备
在美国境外生产并被送回原
产国，无需出口许可。诉讼文
件主张，不论美国商务部最初
扣押设备是否存在过错，无故
拖延作出是否放行的决定都
是“非法的”。华为没有向美
国商务部索赔，但要求美国商
务部对相关设备运输是否违
规作出裁决，如果裁定不违
规，美国商务部应放行设备。

华为美国公司
起诉美商务部

新华社北京 6月 23 日电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
沙纳汉日前周宣布以“家庭原
因”放弃转正，陆军部长马克·
埃斯珀定于 24 日接任代理防
长。

不料，由于法律障碍和程
序问题，埃斯珀的继任过程恐
怕不会顺利，临时任期可能只
有 6周。不少盟友对美国军事
动向密切关注，对防长职位的
不确定性颇感不安。

【连遇阻碍】

自美国前防长詹姆斯·马
蒂斯 2018年底离职，国防部长
一职空缺至今。沙纳汉今年 1
月1日起出任代理防长，原本有
望转正，本月18日表露去意。

沙纳汉离职决定先由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经社交媒体“推
特”发布：“代理国防部长帕特
里克·沙纳汉，工作出色，决定
不再继续（转正）确认程序，以
留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沙纳汉18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我相信继续确认程序将使
我的三个孩子再次经历我们家
庭生活中的一段痛苦，再次揭
开我们多年来试图治愈的伤
口。”美国媒体报道，沙纳汉多
年前离婚官司颇多周折，家庭
隐私近期曝光。

陆军部长埃斯珀定于24日
零时接任代理防长，据信特朗
普还有意提名他出任正职。然
而，埃斯珀的继任之路遭遇法
律障碍。

美联社报道，最大麻烦在
于特朗普虽然多次表示想提名
沙纳汉出任防长，但是尚未正
式提名，意味着埃斯珀的代理
防长任期要从今年 1月 1日算

起。美国代理防长的任期通常
为 210天，埃斯珀的代理任期 7
月30日将到期，只有短短6周。

按照法律，特朗普如果提
名埃斯珀出任防长，埃斯珀需
要卸任代理防长，等待国会参
议院完成人事听证程序。这期
间，接替埃斯珀的新任代理防
长权力受限，没有完全决策权。

消息人士披露，由于特朗
普迟迟没有任命副防长，能够
接替埃斯珀的代理防长人选

“不多”。

【触发担忧】

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与多
国现在关系紧张，如与伊朗对
峙升级，在中东地区、美墨边境
等地军事动作频繁，防长职位
不稳让一些人担忧。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
导人查克·舒默说，五角大楼领
导层动荡对美国而言不是好事

情，“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这个时候没有国防部长？令人
害怕，表明政府内部混乱”。

依照美国媒体的表述，防
长一职不确定性“处于异乎寻
常高的程度”。

埃斯珀现年 55岁，2017年
11月起出任陆军部长，曾任美
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副总裁 7
年，分管政府关系事务。特朗
普再次启用大型军工企业前高
级管理人员触发质疑。

沙纳汉进入国防部以前供
职波音公司 30多年，担任副总
裁，出任副防长期间曾遭波音
竞争对手指认偏心“老东家”。
国防部督察长今年 4月说无法
查实这一指认。

多名国防部官员 20 日披
露，不清楚如何能让埃斯珀成
功“晋级”。为劝说北约盟友放
心，埃斯珀打算上任第二天、即
25日赶赴一场北约防长会议，
以表明自己掌控局面。

新华社莫斯科6月23日
电 据俄罗斯媒体 22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说，俄不
会放弃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
方四岛）。

据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
台网站22日报道，普京日前在
回答该频道记者有关“俄将来
是否会降下南千岛群岛上的
俄罗斯国旗”这一问题时说，

“我们没有那样的计划”。
普京还说，俄制定了一整

套开发远东包括南千岛群岛
的计划，“我们将发展远东地
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

本月 20 日普京在电视直
播节目“与普京直接连线”结
束后说，他愿与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继续就签订和平条约等
问题进行对话。

日本北海道以北的齿舞、
色丹、国后、择捉四岛被日本
称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之为
南千岛群岛。这些岛屿二战
前属于日本，二战后被苏联占
领，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作为
继承国实际控制。俄日因这
些岛屿归属问题争议不断，双
方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根据普京与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近年会晤结果，俄日双
方商定以 1956年《苏日共同宣
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
判进程。宣言中有关条款规
定，苏联在条约缔结后向日本
移交争议岛屿中面积较小的
色丹和齿舞。普京 2018年 11
月指出，《苏日共同宣言》虽确
认苏联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
约后愿向后者移交两岛屿，但
未说明这些岛屿主权归属。

普京说俄不会
放弃南千岛群岛

因法律障碍
美新任代理防长人选或继任受阻

新华社罗马 6月 23日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第
41 届会议 23 日在意大利首都
罗马召开，中国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屈冬玉在首轮选举中以高
票当选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
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
总干事。

当日，屈冬玉在与来自法
国和格鲁吉亚的候选人的竞争
中胜出，成为粮农组织第九位
总干事。他将于今年 8月 1日
上任。

屈冬玉出生于 1963年，现
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长
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在政策
规划、行政管理、改革创新、国
际合作等方面拥有丰富实践经
验，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
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等职务。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屈冬玉当选联合国
粮农组织总干事

新华社平壤6月 23日电
据朝中社 23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收到了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亲笔信。金正恩表
示，“信中包含良好内容”，他将

“慎重考虑（信中）有趣的内
容”。

报道说，金正恩在看完特
朗普亲笔信后，“满意地”表示，

“信中包含良好的内容”。金正
恩还说，他对“特朗普总统的政
治判断能力和非同寻常的勇
气”表示谢意，并表示他将“慎
重考虑（信中）有趣的内容”。

朝中社同时播发一张金正
恩坐在桌前阅读信件的照片。
但报道没有披露亲笔信的具体
内容和金正恩收到信的时间。

金正恩
收到特朗普亲笔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