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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入伏”
“桑拿”上线

我国大部地区开启“烧烤”模式
新华社电“头伏饺子二伏
面，三伏烙饼摊鸡蛋”，7 月 12
日将迎来今年“三伏”中“初伏”
的第一天，这意味着高温高湿
的“桑拿天”将逐渐成为天气
“主角”，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启
“蒸煮模式”或
“烧烤模式”
。
“三伏”分为“初伏”
“中伏”
和“末伏”。
“ 初伏”和“末伏”都
是 10 天，
“中伏”
天数不固定，
有
时 10 天，有时 20 天，这由夏至
与立秋之间出现 4 个庚日还是
5 个庚日来决定，4 个庚日就是

10 天，5 个庚日则是 20 天。
“今
年‘三伏’共计 40 天，7 月 12 日
‘初伏’
，
7月22日
‘中伏’
，
8月11
日
‘末伏’，8 月 21 日‘出伏’。”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
绍说。
“稻在田里热了笑，人在屋
里热了跳。”
“入伏”前这一段时
间，我国华北、黄淮一带持续的
高温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上
蒸下煮”的滋味。
针对“入伏”后即将出现的
“桑拿”天气，赵之珩提醒公众，

要注意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中
暑，如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随身
携带防暑药品、及时补水等。
而对各地政府有关部门
来说，在采取发放高温津贴、
免费提供绿豆汤等现有措施
的基础上，还要开动脑筋，多
施“清凉之策”，采取更多防暑
降温措施，为那些依然奋战在
户外的外卖小哥、快递小伙、
清洁工、室外建筑工等职业群
体，送上一抹夏日清凉，让他
们少受炙烤之苦。

相关

长江干流将现汛期首个超警戒水位

新华社电 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 10 日会商后认为，长江流
域从上游开始自西向东将发生
一次大到暴雨的强降雨过程，九
江、湖口站 13 日前后将突破警戒
水位。这将是今年汛期长江干
流首次出现超警戒水位。
10 日，长江委长江流域新一
轮强降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
水文气象预报，10 至 11 日，降雨
主要位于上游，金沙江、乌江等

印章“黑洞”调查

这家企业为何能垄断十几亿元市场？
一枚成本不过几十元
的印章，因行业垄断，价格
飙升至数百元甚至上千
元。日前，深圳市公安局治
安巡警支队原支队长谢寒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
开，深圳市纪委监委通报其
主要问题之一，便是纵容深
圳市创业印章公司利用公
权力在印章业形成行业垄
断，扰乱行业管理秩序。此
外，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
支队原政秘处主任贾开玖
涉贿一案近日开庭审理，检
方指控其涉 7 宗受贿事项
中也包括收受深圳创业印
章公司贿款。

7 市刻铜章只此一家
公开信息显示，深圳市创业印章实业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锦昌，该公司在广
东全省设有 200 余家门店。垄断清远、
韶
关、
河源、
梅州、
云浮、
湛江、
深圳等7个市的铜
章加工。多方信源证实，陈锦昌已被公安
部门拘捕。
位于罗湖区解放路的一家门店，记者
看到各种印章标价不菲。其中，最便宜的
合成材料印章价格为每枚 230 元至 280
元；铜质章为每枚 280 元至 480 元；镀金
■广告

强征数亿元专利费
河源市一刻章店负责人说，凡是与创
业印章公司合作的，刻章备案能一次性通
过；
没有合作的，
在备案时会遇到种种
“技术
性阻挠”
，
且创业印章公司还可找出各种理
由随时切断信息系统，
让企业做不成生意。
此外，广东省内的其他公司被“强制”向创
业印章公司购买材料和机器，
强制缴纳
“专
利技术使用费”数亿元。多位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
芯片材料基本没有技术含量，
成本
不足 1 元。
“清远市有 40 多家印章店，
每一
家都必须向创业印章公司买机器，不买机
器就刻不了章备不了案。一台机器要 4 万
元，
加上高拍仪、
读卡器则要 4.3 万元。
”

防范权力腐败
貔貅每枚 888 元……在该门店入门处的
一排橱窗内，摆放着各种章材样本。其
中，一块青玉石印章标价 11800 元，一块
寿山石印章标价 18000 元。位于福田区
的一家创业印章公司门店服务人员称，该
店印章植入的芯片与公安系统联网，
“其他
店的印章不是公安系统认证的，不具有权
威性”。目前，广东合成材料章的平均价
格为每枚 180 元，铜章价格为 280 至 360
元，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广东的印章市场
空间巨大。数据显示，广东省共有印章刻
制店 1300 多家，
每年的市场总量保守估计
达 10 多亿元。

调查发现，
谢寒、
贾开玖案件所涉及的深
圳创业印章公司，
垄断清远、
韶关、
河源、
梅州、
云浮、
湛江、
深圳等7市的铜章加工，
还通过独
家运行维护材料采购系统和信息系统，
捆绑
高价销售印章设备、
印章材料，
变相审批，
掌控
了广东全省印章市场。 专家表示，
中央强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地
方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坚决防范权力腐败造成的垄断。庭审信息
显示，早在 2009 年，创业印章公司法人代
表就请贾开玖帮忙在深圳全市推广该公司
开发的创业印章系统，
贾开玖多次利用职务
便利帮助其解决针对创业印章公司收费过
高、
垄断原材料等相关投诉，
多次收受陈锦
昌贿款合计港币 68 万元。 据新华视点

累积雨量 40 至 60 毫米；12 至 16
日,强降雨区集中在长江中下游
干流和两湖水系，累积雨量 140
至 190 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
计长江中下游干流各站水位将持
续上涨。考虑到当前防汛形势，
水利部已于 10 日 14 时将水旱灾
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在
已派 4 个工作组的基础上增派 2
个工作组和 1 个专家组分赴江
西、
湖南指导洪水防御工作。

120 个恶意程序变种
窃取近 3 万用户信息
新华社电 记者 10 日从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国家互
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发现了 120 个窃取
用户个人信息的恶意程序变种，目前
已感染用户近 3 万个。
这 120 个恶意程序变种名称包括
成绩单、积分兑换、体检报告单、违章
查询、校讯通、手机报退订、聚会相册、
盗号生成器、电子请柬等。这些恶意
程序目前已感染了贵州、湖北、安徽、
广东、福建、浙江、河南、陕西等地用户
的手机。其中，
贵州的感染用户最多，
将近 1 万个。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
安全专家介绍说，这 120 个恶意程序
变种通过短信进行传播，会私自窃取
用户短信和通讯录，对用户信息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
鉴于此类恶意程序多潜藏在手机
短信中，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
中心安全专家提醒广大手机用户，下
载软件时尽量选择正规平台，譬如官
网或正规电子市场；对于无缘无故出
现的链接或文件，尤其是陌生用户通
过短信、微信等工具发送的链接或文
件，
不要点击或接收；
手机上的重要信
息如通讯录，
需要定期备份，
并且要限
制各类 App 的访问权限。同时，在使
用手机观看视频或浏览信息时，不要
点击如一夜暴富、轻松赚钱、色情、赌
博等广告链接。另外，打开手机中防
病毒移动应用的“实时监控”功能，对
手机操作进行主动防御，这样可以第
一时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