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座苏州园林
实行挂牌保护

苏冀警方摧毁
特大交友诈骗团伙

新华社电 记者8日从江苏省
苏州市公安局获悉， 苏冀警方近
期携手在河北邯郸、 石家庄等地
摧毁一个百人特大交友诈骗团
伙 ， 抓获犯罪嫌疑人 110余人 ，
查获冻结涉案资金 400余万元 ，
破获案件1000余起。

今年4月 ， 苏州市相城区一
市民报警称， 其在网上交友时 ，
对方诱导其下载一个投资APP
后被骗 6000元 。 接报后 ， 警方
立即开展侦查， 发现涉及苏州下
辖常熟市、 昆山市等地多起同类
案件。

苏州市公安局刑侦反诈骗中
心初步查明， 涉案的是一个在河
北省邯郸市的有组织交友诈骗团
伙， 该团伙涉案人员近百人， 作
案千余起， 获利达千万元。

7月19日 ， 苏州警方组成前
期工作组， 赴邯郸开展对接、 落
地侦查等工作。 邯郸、 苏州两地
刑侦反诈中心牵头， 制定完善抓
捕方案。 8月1日， 苏州警方组织
常熟市 、 昆山市 、 相城区等地
200余名警力赴河北邯郸开展收
网。 8月2日上午10时， 7个抓捕
组共300余名警力在邯郸 、 石家
庄两地同时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
人110余名， 捣毁诈骗窝点5个。

新华社电 7日下午， 第四批
《苏州园林名录》 正式公布， 随
着端本园、 全晋会馆、 墨客园等
18座园林入选， 苏州园林总数达
到108座 ， 苏州由 “园林之城 ”
正式成为 “百园之城”。

依照 《苏州园林保护和管理
条例》的规定，苏州市不断健全苏
州园林名录保护体系。 2015年至
今，苏州市先后公布了四批《苏州
园林名录 》，全市累计已有 108
座园林被纳入依法保护体系 ，对
入选园林均实行挂牌保护 ，明
确了保护范围 、 保护内容和保
护对象。

同时， 苏州市还制定出台了
《苏州园林保护资金使用办法》，
以政府财政资金对园林古建筑修
缮、 管理优秀单位及园林开放等
进行补贴、 奖励和补助， 有效解
决了园林保护的诸多现实问题。

电信资费套餐背后有多少“套路”等着你？

新华社电 厦门警方8日对外
发布消息称， 经对电信网络诈骗
线索的深度研判和全面摸排， 公
安部门近日捣毁多个以 “冒充美
女”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抓
获犯罪嫌疑人40余人。

据警方介绍， 此类案件中诈
骗团伙通常以带美女头像的微信
账号添加受害人为好友 ， 之后
又以高价兜售劣质茶叶 、 骗取
受害人购买礼物等形式要求受
害 人 进 行 微 信 转 账 。 7 月 24
日 ， 厦门警方成功在湖里区某
商业楼内捣毁 1个 “冒充美女
卖茶叶 ” 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20余 人 ，
缴获作案电脑 、 手机数百台 ，
查获相关账本若干 。 经初查 ，
涉及案件50余起， 涉案金额50余
万元。

目前 ，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
拘，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调查发现， 当下在流量
不清零、 取消漫游费等惠民举措
陆续实施的同时， 营运商提供的
优惠资费套餐却往往潜藏着种种
“套路”，使不少消费者对降费“只
闻其声不见其实”。 专家建议，相
关部门应进一步督促电信企业，
诚信经营， 全面彻底地落实提速
降费要求。

提速降费： 套餐１９９元
还是１９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 计 显
示 ，今年 ６月 ，我国手机用户的
月 户 均 移 动 互 联 网 接 入 流 量
已经达到４．２４ＧＢ，远超去年同期
的１．５５ＧＢ；今年上半年，我国移动
流量平均资费相比２０１７年年底降
低了４６．２％。

然而， 不少消费者特别是老
用户对于 “降费” 的获得感并不
强，有的甚至花费更多。

北京的龙先生到广州工作一
年，在北京一直使用的“１２９元本
地不限量套餐”不合适了。龙先生
向运营商客服咨询， 对方建议他
改用“１９９元全国不限量套餐”。

国家大规模降费提速， 自己
反而越换越贵？龙先生有点懵。他
把自己的遭遇跟同事嘀咕了一
下， 一位年轻同事告诉他：“你的
运营商有一个 ‘１９元月租互联网
套餐’”， 按照龙先生平常的使用

习惯，流量相同的状态下，龙先生
的月通讯费只要５５元至６０元。

龙先生给客服打电话， 要求
换成“１９元套餐”。客服对龙先生
种种 “威逼利诱 ”，诸如 “改过之
后， 你以后再也不能换回原先的
套餐了，你要想清楚啊”，最后，不
情愿地为龙先生改了 “１９元套
餐”。果然，龙先生现在实际支付
费用每月５５元。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
受理电信服务类投诉超过１．６万
件，同比增加２６．３％；主要投诉内
容是套餐资费不明确、 告知不详
实、收费名目繁多等问题。

“套路”在面上 降费在
“深闺”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人得不
到降费实惠的背后， 是电信消费
套餐的诸多“套路”。

套路一：规则复杂要“精算”。
虽然手机套餐资费信息都是公开
的，但其使用规则和条件纷繁复杂。

年轻同事替龙先生算了一笔
账 ：１９元套餐虽然只包括１ＧＢ流
量，但超出后可叠加当日有效的１
元 ／ ８００ＭＢ流量包，即使每天叠加
一个流量包， 一个月也只要４９元
（１９元＋３０元）， 再加上通话费，怎
么也到不了客服推荐的“１９９元全
国不限量套餐”。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
冯念文认为，套餐“机关重重”的
背后是运营商的“心机”，消费者
想要享受到降费实惠， 必须先成
为“精算师”，“这是不公平的”。

套路二： 客服推荐 “升多降
少”。消费者可以通过咨询运营商
客服来了解和选择套餐， 但不少
消费者反映， 通常客服推荐的都
是高价套餐。

记者拨打某运营商客服 ，提
出因流量不足希望更换套餐，客
服人员直接建议从目前的３８元套
餐升级到９９元不限流量套餐。直
到记者主动提出是否可以换成更
便宜的套餐时， 客服才表示也可
以办理。

套路三：流量“加油”价格高。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 尽管
整体的费用看似降低了， 但５元 ／
３０ＭＢ、３０元 ／ ５００ＭＢ的高价套餐
外“加油包”普遍存在，成为“吸费
黑洞”。

套路四：“不限量”套餐“达量
降速”。三大运营商目前都推出了
流量“不限量”套餐，但实际上都
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如规定在使
用到２０ＧＢ或者４０ＧＢ的流量后会
降速， 或者在流量封顶后自动断
网。如果想要恢复到正常速度，则
需要叠加更高价格的“加油包”。

套路五：捆绑销售，资费只准
升不准降。 许多消费者在办理手

机套餐时， 运营商会赠送宽带服
务，二者资费不能单独改动。深圳
王女士去年办理了某运营商的
“１３６元赠送宽带”的电信套餐，但
套餐内流量只有１ＧＢ， 且不能更
换成其他流量资费优惠的套餐；
如果超流量就必须支付３０元１ＧＢ
的“流量包”。王女士每月实际通
讯费超过１７０元。

降费不应成为 “拉锯战 ”
“提速降费整体是不断取得

进展的， 但运营商在设计资费过
程中， 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
设计种种‘套路’。不解决这个问
题，降费就难以落到实处。”北京
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
长邱宝昌说。

现实中， 越是忠诚度高的老
用户，越不会钻研资费“套路”，越
享受不到降费实惠。

对此， 阿里通信高级运营专
家沈轶说， 互联网企业也应与运营
商合作， 通过运营商的线上线下渠
道使老用户了解最新政策变化。

冯念文说， 提速降费不应当
成为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的 “拉锯
战”。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市场
主体应多一些真诚， 少一些 “套
路”，要用消费者更容易获取的方
式，如实、全面提供服务的真实信
息，让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据新华社

3岁接受面试培训 学前掌握3000汉字 厦门警方捣毁多个
“美女诈骗”窝点

语文、数学、英语、面试技巧、
仪容口才……本应恣意奔跑嬉戏
的年龄， 许多孩子却被家长塞进
教室接受“幼小衔接”培训。

疯狂的培训
在上海一家专为应试民办小

学招生而开设的 “幼升小精英培
训班”， 孩子们拿着平板电脑做
题， 并模拟升学面试一般回答老
师的问题。在这个培训班里，最小
的孩子仅有2岁半。

当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中班
孩子的幼升小课程时， 一位姓杨
的老师反问孩子此前有没有上过
拼音、 英语培训班。 记者回答说
“没有”后，这位老师反复强调，必
须抓紧了， 时间不多了，“因为已
经荒废了两年”。

杨姓老师给记者介绍了一个
让孩子“迎头赶上”的方案：暑期
里孩子每天来机构学习， 开学后
每周来两次，收费3万元。按照这
家机构 “幼升小” 孩子的知识标
配 ， 幼儿园毕业前孩子要掌握
3000个汉字、100以内加减法和简
单的英语会话， 此外还要基本掌
握汉语拼音。

在上海 ，幼升小 、小升初 ，一
直是家长择校的重点环节， 其中
以竞相追逐知名民办中小学为主
流，某些“第一梯队”民办学校招
生甚至百里挑一。

部分民办小学采取面谈方式
招生。“不能告诉老师自己爱看动
画片、玩游戏，不能说自己的外号
是‘小霸王’‘小淘气’，也不能说
平时父母没时间陪， 都是姥姥姥

爷陪着……”某“幼小衔接”培训
机构的老师反复提醒孩子们，按
照事先背好的标准答案回答老师
提问，万一老师问了其他问题，也
一定要说“好的一面”。

焦虑的家长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 包括

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在内的
19个热点大城市幼升小就近入学
率已达到99%。 既然绝大多数小
学都已实现就近入学，为何“幼小
衔接”培训仍然大受追捧？

记者采访发现， 部分民办小
学可以通过面谈等方式选择招
生，这成为培训机构紧盯的市场。
它们倡导超纲早学， 培训具有极
强的应试针对性， 家长也在机构
营造出的“鸡血”环境下越发焦虑。

广州李女士的孩子暑假后即
将升入大班 。 为了明年的幼升
小， 李女士已经搜集了厚厚的攻
略： 某某小学面试时家长和孩子
分开， 会考孩子算数题、 画画、
跳绳、 叠被子等； 某某小学面试
时有三个老师， 第一个老师问姓
名、 来自哪里， 然后计算题、 英
文从1数到10， 第二个老师考看
图说话， 第三个老师问父母电话
号码、 工作内容……

“每个民办小学的要求都不
同， 培训班可以有针对性地辅导
孩子。”李女士说。

即使是打算就近进入公立小
学， 家长们也普遍担心如果孩子
“零基础”入学，会跟不上进度，遭
到老师“嫌弃”，挫伤孩子的自信心。

“小学一年级时，通常大部分

学生都提前学了拼音、计算，老师
就会随着‘大部队’的进度走，一
个星期就教完拼音， 没学过的孩
子就跟不上了。”正在某培训班等
着接孩子的曹女士认为， 即使小
学可以就近入学， 但孩子将来总
要面临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

正本清源的责任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开

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
的通知》明确，对于幼儿园提前教
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
小学课程内容的， 要坚决予以禁
止；小学在招生入学中面向幼儿园
组织测试等行为的， 将视具体情
节追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
授范和生认为， 仅靠禁令仍然不
够。整治“幼小衔接”乱象，要看禁
令是否得到了真正落实。 主管部
门要走出办公室， 到那些违规的
小学校、幼儿园去，到火爆的培训
市场去， 看一看禁令发出后的成

效。 工商等相关部门也要切实负
起责任，相互配合，形成监管合力。

从根本上说， 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 一方面，
要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力度，
让家长们从容地为孩子选择教育
路径； 另一方面， 就业、 社会保
障等相关制度改革也应跟上， 解
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上小学是童年生活的自然
延伸。”上海市学前教育研究所常
务副所长郭宗莉说，“如果一定要
在入学前教孩子一些什么， 那么
自理能力、行为习惯、社交能力、
语言表达等才是关键， 而这些能
力的养成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
程， 尤其需要在真实的日常生活
场景中锻炼，靠突击、强化可能会
有利于一时，但无益于长远。”

因此，郭宗莉认为，在“幼小
衔接”过程中，家长要教给孩子的
不是“抢学”，而是要承担起孩子
入学后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养成的
教育责任。 据新华社

———幼升小果真需要如此“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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