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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法等部门绝不会在
电话和网络上办案，也不存在
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接
到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
话 ，并 提 及 银 行 卡 、安 全 账
户、转账等字眼的，肯定是诈
骗，要立即挂断。遇到事情多
和家人朋友商量，发现被骗要
及时拨打 110 电话报警。

6 月 3 日 15 时许，冼村派出
所接到 110 预警指令：辖区一女
子存在被诈骗风险。接报后，值
班民警赖国全立即拨通事主电
话，对方在电话中哭泣。赖国全
询问对方是不是接到了诈骗电
话，但女子一直不肯说话。

情况十万火急。赖国全在电
话中提醒女子千万不要转账，等

民警到了再说，自己马上驱车前往
女子居住地。看到出现在身边的
民警，女子情绪慢慢平稳。

经了解，10 分钟前，王女士
接到自称是“河南公安局”民警
的来电，对方称王女士涉嫌犯罪
需要配合调查。王女士特别害
怕，就按照指引添加了对方 QQ
号，并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正当王女士准备将账户内
的5万余元转入对方指定的

“安全账户”时，接到派出所
民警的电话，惊魂未定的王
女士当即就哭了起来。

经赖国全劝阻，王女士才回
过神来，表示非常感谢民警及时
赶到，为其避免了 5万余元的经
济损失。

6 月 7 日 17 时许，长兴派出
所民警陈海波正在科韵北路交
通整治点执勤。一女子经过其
身边时，边打电话边说：“您真是
北京公安局的吗？”女子的问话，
引起陈海波的警觉，他马上拦住
这位神色紧张的女子。

“您先挂断电话……”陈海波
询问女子，电话那头是不是自称

“北京公安”的民警。女子点点
头，告诉陈海波，电话里的人说
她涉及一宗“洗黑钱”案，让她保
持通话，并去附近银行查询一下
自己的账户是否安全。

陈海波马上告知女子，她这
是遭遇了电信诈骗。见到女子
疑惑不解，陈海波向她进行防诈
骗宣传。经过陈海波耐心劝说，
女子从最初的不相信到最后恍
然大悟，明白自己差点被骗了，
对陈海波连声道谢。

6月 11日下午，沙河派出所
民警林浩杰接到 110 预警指令：
辖区内张某存在被诈骗风险。

林浩杰马上拨打对方电话，
但一直占线。林浩杰给对方手
机发送防诈骗预警信息的同时，
迅速赶到对方家中。经了解，张
某接到一自称“广西贵港公安
局”民警的电话，说她涉嫌某宗
案件。随后，对方还给张某发来

“拘捕令”，并告知张某，要证明
自己清白，就需要将账户内的钱
转入指定的“安全账户”。

张某告诉对方，自己生活困
难，并无多余的存款。对方指引

张某下载某贷款APP，让她把贷
款平台的最高额度提现出来再
转账。于是，张某在对方的“帮
助”下，从贷款平台提现了2.4万
元。正当她准备将钱转入对方
账户时，接到民警发来的防诈骗
预警短信，并很快见到了上门劝
阻的民警，避免了 2.4 万元的经
济损失。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每
个月的工资就3000多元，除正常
生活开支外，基本没有节余。要不
是你们及时赶到，我就得背负这2
万多元的债务，今后的生活不知会
有多难了。”张某对警方感激不尽。

广州民办初中于 6月 17日-21 日
网上填报志愿。16 日，广州市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报名系统公布了今年民办
初中的招生信息，今年共有190所民办
初中招生，总招生计划 46281 个，已经
提前录取总计划17399个。

跨区招生计划7556个

根据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
名系统（http://zs.gzeducms.cn/）公布
的民办初中招生信息，羊城晚报记者统
计发现，今年广州共有190所民办初中
招生，总招生计划是 46281 个，提前录
取总计划是17399个，剩余28882个计
划对外招生。对外招生的 28882 个计
划中，本区招生计划 21326 个、跨区招
生计划7556个。

各区招生民办初中数量分别为：
荔湾17所、越秀6所、海珠10所、天河
30 所、白云 20 所、黄埔 12 所、番禺 29
所、花都34所、南沙4所、从化3所、增
城25所。

招生计划最多的前五所民办初中
分别是，白云区六中珠江学校招 1050
人，提前录取19人，白云区内招生690
人，跨区招生341人。黄冈中学广州学
校招920人，黄埔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初
级中学招生800人，白云区白云实验学
校招792人，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
校招680人。

无住宿条件只能本区招生

关注度较高的知名民办初中里，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总招生计
划 680 个，已录取 13 人，天河区内招
生 334 人，跨区招生 333 人；中山大学
附属中学总招生计划 400 个，已录取
227人，海珠区内招生88人，跨区招生
85人。

政策规定，无住宿条件的民办中
学只能面对本区招生，因此，一些知名
民校只对本区招生，例如荔湾区西关
外国语实验学校招生计划288人，全部
面对荔湾招生，越秀区二中应元学校
的 240 个招生计划也全部面对越秀招
生。

有住宿条件的民办中学可最多
将招生计划的 50%分配跨区招生。
但不同学校区内、区外招生的比例
是不同的，家长填报志愿前需了解
清楚。

例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总招
生计划600个，提前录取19人，本区计
划 431 个，远大于外区的 150 个计划。
广州白云广雅实验学校总计划 530 个
中，325 个面向白云区，只有 180 个名
额面向外区。

九年制学校直升机会增多

根据政策，九年一贯制学校可提
前录取部分直升学生，有剩余招生计划
才面对社会招生。此外，一些学校也会
因各种原因，部分名额提前录取。例如
中大附中首先招收中大教职工子女，剩
下名额对本区和外区招生。

所以，即使一所学校总招生计划
不少，但是提前录取人数多的话，对外
招生计划也会很少。家长要做好评
估。例如番禺区京师奥园南奥实验学
校 96个招生计划、番禺区祈福新邨学
校 270 个招生计划、增城区英才学校
200 个招生计划，已经全部提前录取，
没有剩余名额对外招生。

记者发现，大部分九年一贯制学
校今年提前录取的人数都比去年增
加。这应该是经过去年民校摇号之
后，为了避免摇号的不确定性，更多家
长选择了本校初中直升。

5所学校年收费超10万元

从去年开始，不少民办初中开始上
涨学费。根据招生报名系统公布的民办
初中学费来看，广州绝大部分民办初中一
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元之间，有5所学校
的年收费在10万元以上，有24所学校的
年收费在4万至10万元之间。

收费最贵的十所学校中，斐特思公学
实验学校一年的学费是270000元，夺得
榜单第一名。其次是耀华学校一年
189600 元、诺德安达学校一年 176000
元。这三所学校都是国际学校。

一些比较热门的民校，例如省实天
河一年 87000 元，白云广附实验一年
70000元，华师外校一年107600元。

从地域来看，海珠区的民办初中
不多，收费普遍比其他区低。收费最贵
的学校是为明学校，一年60000元。其
次是六中珠江中学36600元/年。

荔湾区的民办初中年收费也普遍比
其他区低。博文学校26000元/年、真光实
验学校 22600 元/年、一中外国语学校
18000元/年、四中聚贤18000元/年。

越秀区的民办初中很少，收费最
贵的是培道实验，一年40000元，其次
是育才实验 36000 元/年、二中应元
35000元/年。

天河区收费最贵的学校是省实天河，
一年 87000 元。其次是华美英语实验
68000元/年、思源学校28500元/年。

白云区民办初中方面，白云广附实
验一年70000元，广外外校66000元/年，
白云实验学校45800元/年，六中珠江学
校39320元/年，白云广雅实验38000元/
年，白云华附36000元/年。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广州民办初中
今起网上填志愿

190所民办初中招46281人

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份经济数据

完成全年目标的52.2%

“我们是某某公安局的，你涉
嫌某宗案件……”这是冒充“公检
法”诈骗的经典开场白，如果你接
到类似的电话，一定要提高警
惕！今年6月以来，广州天河警方
闻警而动，快速反应，成功拦截了
3起冒充“公检法”诈骗，保护了群
众的“钱袋子”。

1-5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74万人

接到“河南公安局”来电差一步就转账了

民警执勤偶遇女子及时拦截诈骗陷阱

民警介入替生活困难的她保住2.4万元

公检法等部门
绝不会电话和网上办案

警方提醒

1案例

2案例

3案例

差一步就转账了！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莉、陈
泽云报道：国家统计局 16日发
布 5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12.4%，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26.9%。1-5月份，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 574 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的52.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在当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受上年同期基数升
高的影响，5月份主要生产需求

指标增速有所放缓，但从环比
增速看，保持基本稳定；从两年
平均增速看，多数生产需求指
标有所加快。同时，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市场活力逐步提升，
发展预期向好，内生动力加
强。总的看，5月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继续
显现，国民经济保持稳定恢复。

消费稳定恢复

5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5945 亿元，同比增长
12.4%，两年平均增长 4.5%；环

比增长0.81%。
付凌晖指出，受上年

同期基数走高的影响，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增速有所放缓，但从
两年平均增速来看，扣除
基数效应的影响，比上个
月还加快了 0.2 个百分
点，市场销售总体是在逐
步回升的。

具体来看，5 月份商

品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长 4.9%，
继续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其中的
通讯器材类、化妆品类、体育娱乐
类相关商品零售同比增长都在
10%以上。其中“五一”期间，国内
旅游人数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旅
游收入达疫情前的七成以上。

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趋
势，付凌晖认为，消费的恢复仍
然有很好的支撑，主要表现在：
一是就业在扩大，居民收入在
增长；二是经济在向好，整体发
展恢复，同时国内疫苗接种在
扩大，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
愿；三是随着一系列促进消费
政策的实施和国内疫情防控的
总体有力，价格涨幅总体温和，
有利于扩大消费。

就业总体改善

1-5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 57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52.2%。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0%，比上月下降0.1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9个

百分点；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
失业率为4.4%，比上月下降0.2
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5.2%，与4月份持平。

付凌晖表示，随着经济的
稳定恢复，国内就业形势总体
上是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
就业还是有压力的。”付凌晖指
出，今年城镇新增劳动力有
1400 多万，其中大学毕业生达
909 万，总量压力还是存在的。
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
工难是并存的。此外，部分接
触型服务业恢复还比较慢，可
能给就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物价温和上涨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1.3%，涨幅比4
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
上涨 9.0%，涨幅比 4 月份扩大
2.2 个百分点。付凌晖指出，今
年以来，随着经济的恢复，CPI
涨幅有所扩大，但总的来看还

处于温和上涨态势。前 5个月
CPI 同比上涨只有 0.4%，其中
核心CPI上涨只有0.3%。

从结构因素来看，5 月份
CPI 上涨主要来自非食品价格
的上涨，非食品价格上涨拉动
CPI 涨幅 1.28 个百分点。从食
品价格来看，目前食品价格环
比连续 3 个月下降，同比涨幅
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其中，
生猪产能在持续恢复，5月份猪
肉价格同比下降 23.8%，对CPI
来说是一个下拉因素。工业消
费品方面，尽管上游行业的工
业品价格涨幅比较高，但由于
下游工业消费品供给能力比较
充足，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价格
向消费品传导有限，这些都有
利于价格保持稳定。

不过，付凌晖提醒，近期由
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
来PPI涨幅明显扩大，原材料部
分领域的价格较快上涨要引起
重视，要加强市场调节，缓解企
业的成本压力，促进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
泽云报道：17 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了 5 月 70 城房

价数据，从整体上看，价格涨幅
基本保持稳定态势，其中，二手
房市场环比涨幅出现了回落。

从新房市场来看，62 城房
价环比上涨，占比 88.6%，房价
上涨城市数量与上月持平，重
庆领涨全国新房楼市，环比涨

幅 1.9%。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50

个城市房价环比上涨，房价上
涨城市数量较上月减少 4 个，
北京和徐州二手房环比涨幅
最大，环比上涨 1.1%。

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涨幅略升，但二手
住宅涨幅回落。具体来看，5
月份，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7%，
涨 幅 比 上 月 微 扩 0.1 个 百 分
点。其中，广州以 1.5%的环比
上涨居前，紧随其后的是深圳，
环比上涨 0.6%，上海和北京则
分别环比上涨了0.4%和0.3%。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
北京、上海和广州环比分别上

涨 1.1% 、0.7%和 0.9%，涨幅比
上月分别回落 0.1、0.2 和 0.3 个
百分点；深圳由上月持平转为
下降 0.1%。

此外，在二三线城市中二
手房价格也有所回落。31 个
二线城市和 35 个三线城市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
涨 0.4%和 0.2%，涨幅比上月均
回落 0.1 个百分点。

5月70城房价数据出炉：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付怡 通讯员 娄敏 张毅涛

广州警方成功拦截广州警方成功拦截
三起冒充三起冒充““公检法公检法””诈骗诈骗

二手房环比涨幅回落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通讯员来穗宣报道：
为回应广大来穗人员关切，并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广州市来穗人员居住证业务近日实现全程网办
并双向寄递。

需要办理《广东省居住证》签注业务的来穗人员，
可登录“粤省事”APP或小程序，进入“流动人口服务
专区”选择“居住证业务”，在“签注居住证”页面的“签
注方式”选择“双向寄递”。按页面要求补充信息后，
确认提交即可等待上门揽件。揽投员上门揽件时，来
穗人员重新进入“签注居住证”服务事项进行资格校
验，向揽件员出示“身份核验码”即可完成揽件。来穗
人员也可在系统查看揽件后的物流状态。

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提示，签注双向寄递服务
仅适用于居住证签注地址不变的情况，寄递的个人
地址为原居住证地址，请来穗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办理
业务。

广州居住证业务
全程网办并双向寄递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楠、郭思琦，通讯员交宣报道：
16日，记者从广州交警了解到，从6月18日起，车管所
化龙分所将继续暂停对外服务，化龙考场继续暂停考
试服务，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广州交警提醒，已预约到该车管分所办理业务的
车主，可在该车管分所恢复服务后2个月内免预约办
理（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或者另行预约到其他车
管分所办理。近期需要办理补换牌证、六年免检等车
驾管业务的车主，可通过“交管12123”APP、广州交警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网上办理，相关牌证会邮寄到车主
手中。

此外，已成功预约到化龙考场参加科目一考试的
考生，由广州交警统一取消，本次取消不纳入考试次
数，不作缺考处理；已成功预约到化龙考场参加科目
二、科目三（包括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常识考试）
考试的考生，广州交警将统一调整日期安排考试，考
生也可自行取消约考（登录广州交警微信公众号，选
择“业务办理”进入“车管服务大厅”，点击“远程办
理”，选择“取消预约考试”），本次自行取消也不纳入
考试次数，不作缺考处理。

广州交警表示，疫情期间，建议考生暂缓参加考
试，如近期急需考试的，可以预约到其他考场考试。
如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不足1个月，属于需参加科目
三安全文明考试的，可以通过向所在驾校反映上报，
由交警部门统一安排考试。如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
的，可以直接致电020-12123或向所在驾校咨询。

广州交警：

化龙考场继续暂停考试
疫情期间，建议考生暂缓考试

广州推动准入准营一步到位

全流程“最多跑一次”
升格为“零跑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丁玲、通讯员穗市监报道：涉企
证照全程无接触一网联办，全国通用的电子照章票证
一网联发，“e证通”智能无接触亮证准营……6 月 16
日，记者从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广州正深入推
进涉企许可证照全程网上联办，已全面创新推行企业

“e证通”。

一站式证照联办

证照全程无纸化网办、联发全国通用电子照章票
证、推动跨领域涉企应用，今后，在广州新开办企业均
可享受这些利好政策。广州发挥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在各部门规定准入许可
条件前提下，对许可条件进行标准化集成，在开办企业
同时智能识别并精准推荐一站式证照主题联办，率先
打通市场监管领域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许可办
理环节，实现多表合一、证照申办信息一步采集、全程
复用。

同时，引入5G智慧导办，将一网通平台办事指引
100%数字化、影像化，通过机器人实时应答、后台导办
人员及时跟进，方便申请人一次性获取证照联办条件，
努力推动“网购”式智慧开办企业服务全面延伸至证照
联办板块，实现全程办理“零跑动”。

目前，一网通平台已实现 30 个涉及食品生产经
营、药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等高频许可事项与商事登
记联办通取，57个涉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许可事
项全程无纸化申办以及91个“一件事”主题许可事项
联办，极大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全面推行一网通平台为新
办企业联发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和电子发票，申请
人开办企业成功后，可在领取实体办理结果的同时，按
需选择领取无介质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电子发票
以及电子许可证，率先应用全国通用电子营业执照进
行数字签名认证，通过对接广州市可信认证服务平台
和公安部门企业印章刻制备案系统实现同章同模，实
现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应用。同时，既积极推动电
子证照向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等领域联动应用拓展的
开创性转变，又进一步将电子证照综合应用从开办企
业延伸到更多涉企服务场景、企业生产经营环节。

首创“e证通”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广州还将全面实
现“一站式”智能亮照、亮证经营，创新建立“e证通”，
根据企业申请自动生成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电子
发票、电子许可证等无介质办理结果，推动准入准营一
步到位。

据广州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在申请开办企
业时，针对不同办事需求，可选择同步办理就业和参保
登记、银行预设账号开户等，相关电子营业执照、电子
印章、电子发票、社保信息和银行预设开户账号等办理
结果自动载入“e证通”，同步延展至高频办理的食品
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 11
个电子许可证和备案凭证，申请人办理这些许可手续
后，系统自动生成电子许可证并同步载入“e证通”，所
有电子办事结果均实现无接触自动送达。

据介绍，企业可在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小程序自
助查询、下载、使用相关无介质办理结果，随时随地亮
照、亮证经营，自助亮码展示核验，全天候轻松实现无
接触“e证准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