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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亿余条各类公民个人信息被贩卖
我市警方破获公安部督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查扣涉案资金13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虞瑜方）昨日，记者从市公安
局获悉，在“净网 2020”专项行动
中，市公安局网安大队会同荆林、
导墅、开发区等 10 多个派出所，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缜密侦查，成
功侦破一起公安部督办的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灰色产业链”涉
及湖北、重庆、河北等 10 多个省
市，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名，查扣
涉案资金 130 余万元，查获各类
公民个人信息6亿余条。

2020 年 5 月，市公安局网安
大队深入推进“净网 2020”专项
行动，在网上巡查时，发现有一专
门利用境外 Telegram 聊天软件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
且资金大多通过区块链虚拟货币

进行收付款的犯罪线索。该团伙
贩卖公民信息数量巨大，且贩卖
信息中包含数据种类繁多，涉及
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
式、家庭住址、银行流水等众多信
息。由于该案件侵犯对象广，犯
罪嫌疑人放弃传统的网络通信工
具和银行卡转账的收付款方式，
采用境外聊天工具和区块链虚拟
货币，犯罪手段新颖，社会危害极
其严重，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
办。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打击
侵公犯罪的嚣张气焰，市公安局
立即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
展开侦查工作。

经过深入的侦查研判，专案
组民警最终锁定了江苏徐州籍的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以及范某某，

并顺藤摸瓜掌握了涉案的其余犯
罪嫌疑人。其中犯罪嫌疑人王某
胜组织犯罪嫌疑人赵某新、王某
超等人搭建虚假网贷平台，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利用购买
或者非法获取的公民信息进行诈
骗，受害群众达200余人。

“去年5月至11月份，专案组
陆续赴湖北、重庆、河北、深圳等
18余省区市，将涉案的30名犯罪
嫌疑人一一抓获归案。”采访时，
办案民警介绍，经查，涉嫌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的 30 名犯罪嫌疑
人，共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6 亿余
条，违法所得800余万元。其中，
同时涉嫌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王
某胜、王某超、赵某新还供述，利
用架设的虚假“蚂蚁金融”网贷平

台和公民个人信息对 200余名受
害人进行诈骗，诈骗金额达20余
万元。

至此，一条从源头收集贩卖
公民信息、中介倒卖公民信息、
底层购买信息电销、诈骗分子购
买信息进行诈骗的全链条犯罪团
伙被我市警方成功摧毁。

【新闻链接】

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账本，
通过去中心化、去信任的方式集
中维护一个可靠的数据库。

以支付宝交易为例，传统的
交易方式是买家在淘宝平台购
买商品，然后将购买商品的钱打
到支付宝这个中介平台，待卖方

发货以及买方确认收到货之后，
再由买方通知支付宝将钱打到
卖方账户。但区块链技术支撑
的交易模式完全不同，买家和卖
家可直接进行交易，不需要通过
任何中间平台做信用交易，交易
后系统通过广播的形式将交易
信息发布到P2P网络中，所有收
到交易信息的节点或主机会在
确认信息无误后记录下这笔交
易。

互联网上的虚拟货币，有比
特币（BTC）、福源币（FTC）等，
比特币是一种由开源的P2P软体
产生的电子货币，也有人将比特
币意译为“比特金”，是一种网络
虚拟货币，主要用于互联网金融
投资。

丹阳铁路昨起执行新列车运行图
首次增停直达威海和石家庄的列车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 通
讯员 齐梁）记者从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丹阳火车站
了解到，从昨日零时开始，全国
铁路列车运行图进行调整，丹阳
火车站以及丹阳北站迎来近几
年变化最大的一次调图，其中丹
阳站将首次停靠直达威海的列
车，丹阳北站则首次增停直达石
家庄的高铁。

据了解，在此次调图中，铁
路部门充分利用新线资源，安排
开行高铁、普速和货物列车，提
升区域运输能力。如已开通的
连云港至镇江高铁，调图后每日
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 124列；
盐城至南通铁路也于调图前开
通运营。

对于丹阳来说，连镇高铁正
式开通运行后，我市将新增往青
岛、威海、连云港、淮安和宿迁等
地的高铁列车，进一步密切我市
与苏中、苏北地区的联系。新图
实施后，铁路丹阳站日常办客列
车数调整为上下行各 29 对，总
计 116 趟（另有高峰线列车 2.5
对）。其中，丹阳站新增连镇方
向车次下行11趟，上行13趟，极
大地方便了我市市民前往扬州、
高邮、宝应、淮安、涟水、灌南、灌
云、连云港、赣榆等地。

特别是丹阳站首次停靠
D2927/2928次上海虹桥至威海
动车 1 对，以及上行新增 D2914
次上海虹桥至青岛，下行新增
D2923次荣成至上海虹桥，这些
跨局动车的增停方便了威海、烟
台、青岛等山东沿海城市与丹阳
的交通往来。

同时，丹阳站还新增了前往
徐州和郑州方向的动车组列车，
改变了以前想坐高铁去徐州和
郑州只能从丹阳北站乘车的现
状，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新的选
择。由于这些新增列车的开行，
使得丹阳站原先停靠的沪宁城
际高铁列车车次有很大调整，有
20多趟高铁列车取消了我市停
靠，导致我市与南京方向之间的
班次减少，将给市民出行带来一
定的影响。

普速列车则与调图前没有
太大变化，日常办客列车数仍然
为上行 4.5 对，下行 2.5 对，总计
14 趟。但是调图后，K171 次运
行区段变为日照至苏州站终到，
K782次变更为昆山站始发至萍
乡。

京沪高铁丹阳北站调图后，
日常办客列车数调整为上行 5.5
对，下行5对，总计21趟，比之前
减少 3 趟。具体来说丹阳北站
新增停靠 G1960 次上海虹桥至
石家庄的高铁列车，沿途将停靠
枣庄、济南、平原、德州、景州、衡
水、辛集等地，终到石家庄的时
间为 20:40。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目前受疫情影响，该趟列车
暂不开行，具体开行日期可关注
车站公告。同时，G3252次上海

虹桥至南阳东和G226次上海虹
桥至青岛取消了丹阳北站停靠，
旅客出行需要关注这些变化。

铁路丹阳站提醒广大旅客，
后续列车开行具体车次、日期、
时刻等相关资讯信息请以车站
公告和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公告为准，有出行计
划的旅客提前一天购买车票，以
免耽误出行。目前，电子客票已
在全国铁路广泛实施，无论乘坐
高铁还是普速列车，均可持有效
身份证件直接刷证进站乘车，无
须换取车票。为防控疫情，旅客
要通过相关平台如实填报个人
健康登记信息，提前申请、生成
有效健康码，以备检查时及时出
示，提高通行效率。旅客旅行途
中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戴好
口罩、勤洗手，共同维护健康安
全的旅行环境。

老人腿脚不便出门难
民警上门补办身份证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谢谢，谢谢民警
同志！”近日，导墅派出所内勤民
警荆剑刚和同事来到辖区居民
刘大爷家中，为其办理二代身份
证。对此，刘大爷和其家人连声
道谢。

当天上午，导墅派出所接到
辖区居民刘某的求助，称其老父

亲的二代身份证丢失，急需补
办。但由于老父亲腿脚不便，无
法到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办理。
接到求助后，导墅派出所立即特
事特办，安排内勤民警荆剑刚上
门为老人办理业务。

第二天上午，荆剑刚和同事
带着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等，来到
了刘大爷家中。在刘大爷家人
的帮助下，荆剑刚为老人整理了
头发和衣服。“刘大爷，请看镜
头，笑一笑，1、2、3。”“刘大爷，请
您把大拇指放到这个红色的地
方。”……荆剑刚和同事按照办
理身份证的流程，帮刘大爷完成
了拍照、录入指纹等，“刘大爷，
等您的身份证办好了，我们再给
您送来啊！”

得知自己马上又会有二代
身份证，刘大爷对荆剑刚等人不
住地表示感谢：“这么冷的天，还
要你们上门帮我办身份证，真是
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谢谢你
们……”

服务不缺位，凡事把群众摆
在第一位。警方表示，如果家中
有需要重新办理二代身份证但
行动不便或卧病在床的老人，家
人都可向辖区派出所寻求帮助，
享受上门办证服务。

图为民警上门为刘大爷办理二代身份证。记者 王国禹 摄

地址：新民东路9号（锦豪大酒店西侧）
公益热线：86568181

雅尔美口腔常年为
60岁以上市民免费拔牙

2021关爱老人公益年

雅尔美口腔特别鸣谢丹阳市慈善总会爱心援助

广
告

镇江维视特眼部护理用
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1181MA1MUA018E，
执 照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609120076，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609120077， 声
明作废。

丹阳市行政审批局
2021年1月20日

营业执照
作废声明

遗失信息
●丹阳市开发区筱叶子建筑材
料经营部原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巫敏洋遗失出生证，编号：

R320584468，声明作废。
●丹阳市丹北镇新发现歌城遗
失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号码：
镇丹 公消安检字【2016】第 0037
号，声明作废。
●姚梅花遗失医疗费用分割单，
单号：20203211009000018870，声

明作废。
●丹阳市天奇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杭赟遗失机动车辆商业险保
单 ， 保 单 号 ：
20501932110120001551，声 明 作
废。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3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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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地址：开发区凤凰路融媒体中心大门北50米（丹阳智投一楼）电话：88011918

受委托，定于2021年1月29日10时，
在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现场拍
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云阳路 55-30 号约 34㎡的房屋二

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1.8万元。
2.云阳路 55-29 号约 34㎡的房屋二

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1.8万元。
3.云阳路 55-17 号约 27㎡的房屋二

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1.8万元。

4.云阳路 55-16 号约 26㎡的房屋二
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1.8万元。

5.苏L62591柯斯达牌大型普通客车
一辆（少座位椅），登记日期 2008年 4月，
起拍价5.6万元。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
2021 年 1 月 27 日-28 日，标的所在

地。原承租人拥有优先承租权。
三、报名须知：
欲参拍的竞买人（单位或个人）于

2021年1月28日16时前提供相关资料到
拍卖公司（丹阳市兰陵路 88号 416室）办
理登记手续，同时向拍卖公司缴纳竞买
保证金。（各为1.8万元）

四、房屋租赁不得经营危化、易燃易
爆、娱乐等项目，具体相关事项必须符合
委托人的要求。

拍卖人咨询电话：051186055528
二O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镇江市丹阳金桥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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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明日停电
1月22日 10kV 埤北 21312

开关以下（21312开关以下：江苏
建民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雄威工
具、丹阳中腾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金鹏机电一带）08:00-13:00。

10kV 唯益 21401 开关，至
21403 开关（21401 至 21403 开关
以下：云天机械、金元素超硬材
料有限公司、江苏唯益铁合金有
限公司、天沃铸造、浩禄电子一
带）08:00-13:00。

受强寒潮天气、新冠肺炎疫
情局部反弹及节日消费拉动等
因素影响，近期中国一些地区部
分鲜活农产品价格波动上涨。
春节期间农产品供给是否有保
障？中国农业农村部 19日对外
表示，“菜篮子”产品生产稳定，
春节市场供给有保障，处于高位
的猪肉价格还有下降空间。

当天，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春节期间“菜篮
子”产品生产和市场形势。该负
责人表示，近期受节日消费拉动
等因素影响，“菜篮子”产品价格
季节性走高，从春节期间形势
看，“菜篮子”产品总体生产稳
定，市场供给有保障。

该负责人表示，由于去年蔬
菜种植效益较好，种植户生产积
极性高，今年冬春蔬菜整体供给
能力稳中有升。去年水果总体
丰产，水果市场供给充足、品种
丰富，后期价格大幅上涨缺乏支
撑。禽肉、禽蛋、牛奶产量去年

也有明显增长，牛羊肉生产稳中
有增，按照惯例，春节前牛羊出
栏将显著增加，市场供应总体有
保障，价格将以稳为主。

受非洲猪瘟影响，2019 年
中国生猪生产出现下滑，猪肉价
格大幅上涨。经过加紧恢复生
产等措施，生猪产能逐渐恢复，
但近期猪肉价格出现反弹，处于
高位波动，春节期间猪肉供给是
否有保障？

该负责人表示，在市场拉动
和政策激励双重作用下，生猪市
场供应持续改善。供应最紧张
的时期已经过去，后期供需关系
将越来越宽松。近期猪肉价格
小幅上涨，主要是元旦春节消费
拉动，也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原
因。从目前的供需情况看，前期
压栏肥猪因临近春节加快出栏，
南方制作腊肉香肠活动接近尾
声，猪价已经出现下降的苗头。
近期，根据专家会商，预计今年
1~2 月份生猪出栏比上年同期

增长25%左右，后期猪肉价格还
有下降的空间。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受疫情
影响，多地倡导就地过年，预计
大中城市农产品消费量较往年
明显增长。农业农村部将抓好

“菜篮子”产品生产，强化产销衔
接，及时疏通运输物流堵点，密
切关注市场动态，适时做好储备
调节，保障春节期间重要农副产
品供应。

猪肉“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

农业农村部：肉价还有下降空间

消费者在一家超市选购猪肉。

数据显示，国人平均每天
钙的摄入量为 364.3 毫克，低
于推荐摄入量的一半（成人钙
的推荐摄入量为 800~1000 毫
克）。饮食补钙是最好的方
式，具体如何做？记住下面 7
个数能帮你轻松达到补钙目
的。

两杯牛奶。《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16）》推荐，每天饮
奶 300 克 或 相 当 量 的 奶 制
品。奶类是膳食钙的重要来
源，含量高且易于人体吸收。
一般来说，300克牛奶或酸奶
能提供 300~360 毫克钙。按
照不同的加工方式，常见的奶
制品有纯奶、酸奶、奶酪等；按
照奶源则有牛奶、羊奶、马奶
以及骆驼奶等，其中牛奶更容
易获得，性价比也最高。每天
早餐准备一杯（200~250克）纯
奶，午餐后或者加餐时喝一小
杯（100~125 克）酸奶，即可达
到需求。

半斤绿叶蔬菜。蔬菜尤
其是绿叶蔬菜也是补钙性价
比很高的食物。《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16）》建议，每天摄
入 300~500克蔬菜，深绿色蔬
菜最好占一半以上。很多绿
叶蔬菜钙含量约100毫克/100

克，与牛奶的钙含量相当，甚
至有的绿叶蔬菜钙含量更高，
比如芥菜、油菜苔钙含量分别
为 265毫克/100克、205毫克/
100克，即便它们含有一些草
酸，相对牛奶的钙吸收率仍大
于 1。每天半斤绿叶蔬菜，平
均可以获得 250 毫克钙。除
了高钙，绿叶蔬菜还富含多种
有助钙吸收的营养素，比如
镁、钾、维生素K等。另外，从
热量供应看，绿叶蔬菜也是补
钙的最佳来源。当然，浅色蔬
菜也可以供应一部分钙。

一两豆制品。大豆不仅
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是素食
人群肉类的替代品，而且豆腐
丝、北豆腐等豆制品钙含量比
较高，每天吃一两北豆腐或者
一两豆腐丝，就可以补充 80~
100毫克钙。其他豆制品如豆
腐干、素鸡等也可以提供不少
钙。

一勺芝麻酱。油煮蔬菜
或者水焯蔬菜，加上一勺芝麻
酱（10克）当调味品，不仅提鲜
增香，还能补充 100毫克以上
的钙。需要提醒，芝麻酱热量
比较高，不宜多吃。

半斤水果。零食尽量选
水果、果干等天然食物，水果

虽然钙含量没有绿叶蔬菜和
牛奶那么高，但能够供应大量
的钾元素，可以帮助维持膳食
中矿物质的平衡，从而减少钙
的排泄量，帮身体“节约”很多
钙。

一小把坚果。开心果、杏
仁、榛子等坚果钙含量较高，
比如炒熟的榛子钙含量高达
815 毫克/100 克，其他坚果也
多数在 100毫克/100克上下，
是非常好的补钙零食。每天
吃一小把（可食部分 25~30
克），即可获得 30~50 毫克
钙。坚果脂肪含量和热量都
比较高，每天一小把即可。

12 种不同的食物。除了
以上几种食物，还应该保证平
均每天不重复的食物种类达
到 12 种以上，每周尽量达到
25种以上，以达到营养平衡。

总结下来，牛奶和酸奶能
提供 300~360毫克钙，深绿色
蔬菜和浅色蔬菜能提供约300
毫克钙，豆制品提供 80~100
毫克，芝麻酱提供 100 毫克，
坚果提供 30~50毫克，水果等
其他食物多少也能补充一些，
这样通过饮食就完全可以达
到钙的推荐摄入量了。

乘坐公交出行时应如何做好
清洁消毒、防范疫情传播呢？疾
控专家给大家发出提示：

1.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特
别是近期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有
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尽量不搭乘
公共交通，如需出行应佩戴口罩。

2.注意手卫生。清洁双手前
不要触碰口、眼、鼻；接触可能被
污染的物品后必须洗手，或用免
洗手消毒剂消毒。

3.遵循呼吸卫生/咳嗽礼仪，
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巾遮
掩；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
巾包好弃置于垃圾箱内。

4.外出可随身携带口罩，乘
车时如果难以避免近距离接触可
佩戴口罩。

5.如等候的车辆拥挤时，请
改乘下一辆车。

6.尽量选择刷卡、扫码等无
接触方式充值、购票。

7.遵守公交等部门防疫规
定，如戴口罩、测体温等。

8.运营单位要对候车室和车
辆运行前进行充分通风；车辆行
驶期间，应保持车厢内空气流通；
门把手、座椅、扶手等乘客经常触
摸的部位要定期清洁消毒。

新冠疫苗问世后，关于疫
苗的各种谣言也是甚嚣尘
上。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
众号“健康中国”发布了一则
辟谣小贴士，下面这些有关新
冠疫苗的谣言，事实真相又是
怎样呢？来了解一下。

谣言一：改善个人卫
生和环境卫生就能远离
疾病，没有必要进行接
种。

事实是：无论环境多么清
洁，许多传染病依然能够传
播。

虽然改善个人和环境卫
生能帮助人们远离传染病，但
无论环境多么清洁，许多传染

病依然能够传播。如果不实
施预防接种，一些已经不常见
的疾病，如脊髓灰质炎和麻
疹，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谣言二：大家都打了
疫苗，所以我不打也行。

事实是：形成了牢固的免
疫屏障，才能预防和控制疾病
的传播。

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犹
如成功的社会，依靠每个个体
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全民的
福祉。我们不应仅依赖身边
的人来阻止疾病传播，我们自
己也应尽到个人的一份力。

谣言三：通过疾病获

得免疫比通过疫苗获得
好。

事实是：通过天然感染获
得免疫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
价。

疫苗与免疫系统相互作
用产生的免疫反应，与通过自
然感染产生的免疫反应类似，
但疫苗一般不会导致疾病，也
不会使受种者受到潜在并发
症的威胁。相比之下，通过天
然感染获得免疫可能会付出
高昂的代价。例如，b型流感
嗜血杆菌感染会导致精神发
育迟缓，风疹会导致出生缺
陷，乙肝病毒会导致肝炎甚至
肝癌，麻疹则能导致死亡。

疫苗谣言花样多 擦亮眼睛莫中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辟谣小贴士

饮食补钙记住七个数

乘坐公交
防疫小贴士

体彩七位数
第21011期：9 6 4 1 8 3 5

体彩大乐透
第21009期：01 03 20 29 32+05 12

体彩排列5
第21020期：3 9 8 0 3

福彩双色球
第21008期：01 05 07 14 18 33 +07

福彩15选5
第21020期：02 07 09 10 14

福彩3D
第21020期：7 9 9

新华社电 20 日，连接江苏
宜兴与浙江长兴的省际高速公路
宜长高速全线通车，这标志着苏
浙间又一条省际“断头路”被打
通，作为“长三角最绿边”的宁杭
之间增加了新的快速交通通道。

宜长高速北起江苏宜兴境内
宁杭高速公路堰南枢纽，南接浙
江长兴境内杭长高速公路北延煤
山段，路线全长约 25 公里，按双
向六车道设计，非隧道段设计速
度 120公里/小时，隧道段设计速
度 100公里/小时。全线通车后，
从江苏南京经宜兴到浙江安吉可
缩短约40公里路程。

该高速经过两省众多知名景
区，项目建设采用隧道群穿越山
岭，保持了沿线生态原貌，努力与
周边景观融为一体，成为苏浙间
的一条绿色生态长廊。

宜兴至浙江长兴
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给宝宝挑润肤霜，不仅要细
心，更要讲究。

1.买宝宝专用的。宝宝专用
的润肤产品比成人的成分简
单，更安全。

2.看成分。婴幼儿护肤品成
分表里，如果有三类成分，谨
慎购买。防腐剂类：甲基异噻
唑啉酮、羟苯甲酯、羟苯丙
酯，有致敏风险；樟脑：误吞
有风险；乙醇、激素、香精：
吸收到皮肤对宝宝身体有害，
前两者严禁添加，后者含量尽
量要少。

3.少用碱性产品。碱性洗护
品会破坏宝宝皮肤的保护膜，
如果孩子使用护肤品后，皮肤
出现红肿、脱屑干裂、丘疹、
痛痒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

4.别盲目相信宣传。给婴幼
儿选面霜，一定要通过正规渠
道、正规厂家购买，对于宣称有

“特殊功效”“快速见效”“零添
加”的产品，要慎重使用。

特别提醒，婴幼儿皮肤出现
异常后，如果难以判断和处理，
建议及时就医，不可擅自使用激
素药物或含有激素成分的产品。

有三类成分的
宝宝面霜慎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