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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列车幸福列车
亲情直达亲情直达

7月10日，暑假探亲的留守儿童在
Z258次列车上与乘务员合影留念。当
日，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客运
段担当Z258次列车值乘的乘务员，与
乘坐列车从重庆赴杭州探望务工父母的
留守儿童共同开展“幸福列车，亲情直
达”联欢活动。单独乘车的留守儿童在
列车上与乘务员互动，进行绘画比赛、玩
具拼装、歌曲演唱等活动，感受旅途的温
馨和快乐。

（新华社发）

新华社宁波7月11日电 7月
初一天傍晚 6时许，浙江省宁波市
宁海县前童镇上溪村的网格员葛吉
文的手机上，“村民 e点通”平台跳
出一条紧急信息：村民李某上山采
摘杨梅走失，下落不明。

葛吉文立即通过平台流转给镇
综治指挥室、村委会和联村干部，同
时向派出所报了警，整个过程用时
48 秒。100 多个村民纷纷响应搜
山，最后李某成功被解救。

这是宁海县今年全面启动“村
民 e点通”村级管理服务平台运作

的一个真实经历。
“‘数字村庄’利用移动互联网

技术，能给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也
有利于基层治理现代化。”宁海县委
副书记李贵军认为，乡村要振兴发
展，必须善于发现问题，认真研究问
题，切实解决问题，避免发生问题，
交流平台至关重要。

据介绍，“村民 e点通”是宁海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落实“村级小微权力清
单”，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
务、片组户联系”的工作交流平台。

平台兼具监测、导向、疏解、凝聚功
能，能及时反映百姓呼声，宣传政
策，了解和监测村庄环境。

前童镇上溪村党支部书记葛大
台说，前不久，村里 17万招投标的
路基项目，有 5位村民通过“e点通”
向村两委反映施工存在质量问题，
最后在村级服务团队协调下，路基
及时得到修缮。

据介绍，宁海县“村民 e点通”
已向全县 363个行政村全面推行，
23.28万个村户基本信息将录入平
台。目前通过平台上传分流事件信

息已达 553条，成功调处 545条，矛
盾疏解率超90%。

为加强“村民 e点通”的工作效
能，宁海县委政法委要求遇到村级
无法解决的事项，由民情网格员负
责筛选风险信息后，直接上报到上
一级的“e宁波”系统，促成矛盾疏解
事了。

浙江宁海浙江宁海：：

“移动数字村庄”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新华社圣彼得堡7月10日

电 10日，圣彼得堡体育场，法
国队在 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中
以1:0淘汰比利时队，进军决赛。

20年前，法国队在本土举
行的 1998年世界杯上第一次夺
得冠军。这次杀入决赛，“高卢
雄鸡”距离再次捧杯仅一步之
遥。

本届世界杯，法国队青春无
敌，群星闪耀！

“高卢雄鸡”是本届世界杯
中第二年轻的队伍，队员平均年
龄 26岁零 10天。10.8亿欧元，
是世界杯赛前《转会市场》对法
国队总身价的预估，这一数字排
在32强的第一位。

如果说球星是夺取大力神
杯重要因素的话，法国队无疑是
四强队伍中最有冠军相的。战
澳大利亚博格巴如有神助，遇秘
鲁吉鲁表现抢眼，对阵阿根廷姆
巴佩横空出世，淘汰乌拉圭瓦拉
内灵光乍现、格列兹曼展现霸气
风范。

法国队无疑有一个强大的
整体。对阵比利时，吉鲁多次错
过得分良机，两队缠斗半场无果
后，乌姆蒂蒂站了出来，第51分
钟门前抢点，头槌破门，攻入制

胜一球，将“高卢雄鸡”送入决
赛。

这是法国队自 2006年德国
世界杯后再次进军决赛，也是法
国队 20年内第三次杀入世界杯
决赛。

面对“欧洲红魔”，法国队本
场整体表现更胜一筹。尽管在
控球上，比利时队以60%占有优
势，但法国队创造了更多门前机
会。“高卢雄鸡”19次射门，5次
射正。而“欧洲红魔”仅有 9次
射门，3次射正。

对法国队来说，每一代球员
都有他们独特的赛前仪式。
1998年世界杯上，队员们亲吻
着门将巴特兹的光头，举起大力
神杯。

来到俄罗斯，抚摸后卫拉米
的胡子成为“高卢雄鸡”祈福的
动作。到目前为止，这一动作十
分奏效，法国队在6场比赛中未
尝败绩。

7月15日，法国队将在莫斯
科卢日尼基体育场里迎战英格
兰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

决赛前，相信“高卢雄鸡”的
队员们一定不会忘记再去抚摸
拉米的胡子。

“高卢雄鸡”群星闪耀
距再次捧杯一步之遥

新华社重庆7月11日电 7月
是新生录取季，各地高考录取通知
书陆续寄送到考生手中，各种以发
放奖学金、助学金等名义向学生收
取费用的诈骗随之增多。重庆市教
委 10日发布多项助学贷款便民措
施和防诈骗提示，提醒广大学生和
家长警惕借助学项目收取费用的诈
骗行为，以免上当受骗。

重庆市教委总会计师郭小萍介
绍，为了让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

家长“少跑路、少盖章”，重庆今年推
出多项便民措施：一是重庆籍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学费资助将采
取网上申请方式受理学生申请，符
合条件的学生在 9月 1日至 9月 30
日期间在网上提出申请，上传在校
就读和学费标准证明、身份证资料
后即可审核认定；二是生源地助学
贷款受理点下沉到乡镇，包括巫溪、
奉节、石柱等国家级贫困县在内的
7个区县16个乡镇的学生可以就近

办理助学贷款；三是开发统一管理
信息系统，提前比对信息，进行建档
立卡等身份识别，减少需要学生提
供的证明材料。

新生录取和入学期间，电信诈
骗、不良“校园贷”“套路贷”等陷阱
随之增多。诈骗分子往往会冒充教
育部门、基金会等工作人员，以向学
生发放奖学金、助学金、教育退费为
名，引诱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郭
小萍介绍，学生申请办理各类由政

府、高校和社会提供的资助项目均
为免费，资助机构工作人员不会向
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
要求在ATM机上或通过网上银行
进行任何操作。

郭小萍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需提高警
惕，不要被电话、短信、微信中的各
类诈骗信息所蒙蔽。上学遇到经济
困难时，可以及时向所在区县和学
校的资助部门求助。

新生录取季 警惕助学诈骗

新华社成都7月11日电 近
日，四川、陕西、甘肃一带多有暴
雨。同时，受台风“玛莉亚”影响，多
省也出现降雨。暴雨天气导致不少
地方路面被淹，户外暗藏危险，四川
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电力工程专家梁军胜提醒，民众
要牢记安全须知，避免意外触电。

他提醒，雨天出行要注意以下
五个方面：

一是不要靠近电力设备。多雨
潮湿天气导致电力设备绝缘性能下
降，人体的电阻也相对降低。因此，

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
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
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的金属材
质斜拉线。

二是不要在紧靠供电线路的高
大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
雨。高大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一旦被
大风刮断或刮倒，很可能将紧靠的
电线砸断，或造成树枝、广告牌搭在
电线上。人体一旦接触被砸断的电
线以及被淋湿的树木或金属广告
牌，都容易引发触电的危险。

三是不要触摸电线附近的树

木。随着树木逐年长高，电线可能
已经被树木的树冠包围，且经过长
时间的摩擦可能存在绝缘层破损的
情况，遇到雷雨大风天气时，树木和
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会导致短
路、放电。

三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外出
时要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
走，如果必须蹚水通过，一定要随时
观察附近有没有用电、供电设备，有
没有供电线路断落在积水中。如果
有，应撤到离落地点 8米以外的地
方，做好记号以提醒其他行人，并及

时通知供电部门紧急处理。
四是遇电线掉落应单腿跳跃离

开。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
近的地面上，不要惊慌，更不能撒腿
就跑。应该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
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
用下使人触电。

五是无绝缘防护不随便救人。
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
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
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
离电源。

雨天出行防触电 专家送“避电指南”

新华社莫斯科 7月 10日
电 主教练达利奇 10日在赛前
表示，克罗地亚为了重返世界
杯四强已经等待了 20年，这将
成为他们一天后继续冲击决赛
席位的动力，而如能最终创历
史夺冠，国内民众可能高兴地

“没人去上班了”。
自 1998年法国世界杯后，

克罗地亚队此番是 20年来第一
次打入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
11日晚将在卢日尼基体育场迎
战英格兰队。展望这场半决赛
时，达利奇充满信心，而且表
达了对冠军的渴望。

“经过 20年的等待，我们
终于回到了我们理应回到的地
方（四强）。一路走来，打到这
里，可以说我们实至名归。当
然，我也无法想象，如果克罗
地亚成了世界杯冠军，会发生
什么？很可能那几天没人会去
上班工作了”。

谈到明晚的对手英格兰
时，达利奇表示，已经对他们
的技战术风格有了充分了解。

“我知道我们将要面对的
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我们
也预计明天碰到的对手是另一

种风格，但也许那样的风格更
适合我们发挥。打到这个程
度，我们没有压力。我们会踢
得放松，享受足球带来的快
乐”。

此前，克罗地亚在七天里
连踢了两场被拖入点球大战的
淘汰赛，两场球一共踢了 240
分钟，这对球员体能是个考
验，也是他们比起英格兰的一
个劣势。不过，拿达利奇的话
说，他们将更多依靠技术优势
和精神斗志，尽快恢复到100%
的战斗力。

而在此前谈到如何盯防英
格兰的头号射手凯恩时，克罗
地亚主帅霸气地回应说，本队
同在英超踢球的洛夫伦很了解
他，自己因此不担心，既然球
队成功冻结过梅西和埃里克
森，也能防住凯恩。

“如果克罗地亚夺冠
可能国内不上班了”

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