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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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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南特区报社旗下媒体，包括

《海南特区报》、《海南特区报》数字报、
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群、海南特区报
官方微信群形成的“一报”、“一网”、

“两微”产品矩阵。
任何媒体机构及营利性组织，

凡在网站、移动客户端、手机报、官
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使用海南特
区报社拥有版权的作品及新闻信
息，须事先取得本报社的书面授权
后方可使用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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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中 3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选”中 0 注。全国中奖情
况：“排列 3 直选”中 4998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选”中 34注，单注奖金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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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629.83低：2625.91
高：2660.39收：2649.81
成交额：1337亿元
涨跌幅：-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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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7825.12低：7808.74
高：7972.98 收：7928.51
成交额：1885亿元
涨跌幅：-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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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3期大乐透

0704 20 22 33 01 02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0注；二等奖

中34注，单注奖金311374元。我省中奖情
况：一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 0注。下期奖
池基金：68.7亿元。

海口 多云转小雨
22℃-28℃ 微风

三亚 多云转晴
22℃-31℃ 东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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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浩田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今日白天：北部，多云有小阵雨，局地
早晚有雾，最低气温21-23℃，最高气温
28-30℃。中部，多云有小阵雨，局地早
晚有雾，最低气温 20-22℃，最高气温
28-30℃。东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
温21-23℃，最高气温28-30℃。西部，
多云，最低气温20-22℃，最高气温29-
31℃。 南部，多云，最低气温20-22℃，
最高气温30-32℃。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阴天有
小到中雨，局地早晚有雾，最低气温20-
22℃，最高气温24-26℃。中部，阴天有
小到中雨，局地早晚有雾，最低气温20-
22℃，最高气温26-28℃。东部，阴天有
小到中雨，最低气温20-22℃，最高气温

25-27℃。西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最
低气温21-23℃，最高气温27-29℃。南
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最低气温 20-
22℃，最高气温30-32℃。

7日夜间到8日白天：北部，阴天有小
到中雨，最低气温 20-22℃，最高气温
22-24℃。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
大雨，最低气温20-22℃，最高气温24-
26℃。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最低气温20-22℃，最高气温24-26℃。
西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最低气温
21-23℃，最高气温24-26℃。南部，阴
天间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最低气温
21-23℃，最高气温27-29℃。

8日夜间到10日，本岛有大范围降雨
天气，其中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
暴雨，11-12日，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
各地气温持续小幅下降。

□记者刘柯娜文/图

本报讯 昨日，“鉴古开今——兵之道”主题
书法作品展览在省博物馆举办。据介绍，本次
展览是继长春、大连巡展的最后一站，展期为
12月5日-12月16日。

“兵之道”主题展览是一次定向为部队创
作的文化服务活动，前期专门安排创作人员
深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火箭军某部、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挖掘部队传统，了解文化需
求，为他们量身打造弘扬优良传统、彰显职能
使命的书法作品。展览结束后作品定向捐赠
这些部队悬挂展出，成为永不落幕的展览，并
且在展览期间部分参展艺术家还去部队驻地
开展创作服务活动，进一步浓厚军营政治文
化氛围。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共有40余位
书法家参加，涵盖了军队老中青书法骨干，阵容
强大，是军队书法的一次集体亮相。展览以“兵
之道”为主题，分“兵者，国之大事”“带兵”“练
兵”“用兵”4个篇章，作品突出了备战打仗和治
军带兵的内容，书写的既有中国历代军旅诗词、
革命先辈战斗诗词、中国军旅文化经典名言，也
有各部队精神和优良传统，笔端凝聚的是全体
官兵意志力量，传递的是三军将士矢志强军的
共同心声。

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

师德失范
“一票否决”

教师“十项准则”发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育部近期出台了《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一系列文

件。日前，省教育厅在向各地各校转发上述文件时强调，全省
教育系统要高度重视，组织广大教职员工进行专题学习，同

时对照文件中所列师德失范行为的界定和处理办法，积
极开展讨论交流，引导教师检查反思日常教育教学行

为，自觉提高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不断规
范自己的从教行为。

记者刘泽飞

把教师的师德表现
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省教育厅明确，全省教育系统要将开展学

习三个《通知》的情况作为教师师德规范行为检
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教师开展学习情况进行
评估；要鼓励学生、家长和社会对教师执行文件
的情况进行监督评议，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
境。各学校（单位）要把教师的师德表现作为绩
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把学习文件的效果作为教
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抓紧抓好，抓出实效。

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
开展师德建设专项督导
为为建立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完善师德规范，开展
第三方评教议教活动，建立起学校、教师、家长、
学生“四位一体”的师德师风监督网络，把师德
建设作为学校工作考核和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
指标，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绩效
考核、职称评审、专家选拔、岗位聘用、评优奖励
首要内容，实行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同时，推行
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健全师德表彰奖励制
度和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惩处机制，开展师
德建设专项督导。

积极营造尊师文化
期末举行老教师退休仪式
省教育厅强调，要积极营造尊师文化，在开

学初举行新教师入职宣誓仪式，学期末举行老
教师光荣退休仪式，营造崇尚师德的良好氛
围。全省教育系统要按照教育部要求，强化教
师具体管理，认真查处教师违规行为，积极营造
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鉴古开今——兵之道”
主题书法作品展省博开展

展期至本月16日

琼岛今日多云有小阵雨

据新华社电 12月1日前后，一种新
型的勒索病毒在国内开始传播，该勒索病
毒要求受害者使用“微信支付”支付赎
金。病毒制作者利用github、CSDN、豆
瓣、简书、QQ空间等网站页面作为下发指
令的C&C服务器，加密受害者文件并勒
索赎金，同时窃取支付宝等软件密码。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安
全专家介绍，该病毒采用“供应链感染”方
式进行传播，通过论坛传播植入病毒的

“易语言”编程软件，进而植入各开发者开
发的软件，传播勒索病毒。同时，该病毒
还窃取用户的账号密码。

该勒索病毒在感染用户计算机后不
会勒索比特币，而是弹出微信支付二维
码，要求受感染用户使用微信支付110
元，从而获得解密密钥，这也是国内首次
出现要求使用微信支付的勒索病毒。目
前，微信运营商判定该支付二维码存在违
规行为，并表示已无法通过扫描二维码支
付赎金解密。

针对这种新型勒索病毒的攻击，安全
专家在此提醒广大用户及时采取五种措
施进行防范：

一、安装并及时更新杀毒软件，目前
市场主流反病毒软件都已支持针对该勒
索病毒的防护与查杀。

二、不要轻易打开来源不明的软
件，该勒索病毒通过易语言编写的程序
传播，减少使用来源不明的软件可有效
预防。

三、如已经感染勒索病毒，可使用相
关解密工具尝试解密。目前，许多公司已
经针对该勒索病毒开发了解密工具，包括
火绒Bcrypt专用解密工具、腾讯电脑管
家“文档守护者”、360安全卫士“360解密
大师”等。

四、已感染勒索病毒的用户，在清除
病毒后，尽快修改淘宝、天猫、支付宝、QQ
等敏感平台的密码。

五、定期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上备份计
算机中的重要文件。

你的账户安全吗？
新型勒索病毒盯上“微信支付”

““鉴古开今鉴古开今———兵之道—兵之道””主题书法作品主题书法作品
展览昨日开展展览昨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