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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线一插，日“赚”千元？
德州一男子涉嫌帮信罪被警方抓获

本报德州4月27日讯 (记者
胡兵 通讯员 李杰 吴金

华 ) 只需给手机连接上音频
线，为他人提供通讯服务就可
以轻松“赚”到高额佣金，你以
为是天上掉馅饼吗？其实，这是
境外 诈 骗 人 员 的 新 花 招 。近
日，武城县公安局接到线索，
嫌疑人李某利用GOIP设备从
事帮信违法犯罪活动。当天下
午，武城县公安局民警便将正
在操作GOIP设备的嫌疑人李

某抓获，查扣手机式GOIP设备
两套。

在聊天软件上，李某被人
拉进各种群，群里发出各种广
告信息。他在群里看到一条日

“赚”千元的广告，就加上对
方。双方聊了合作方式，对方
说，用两部手机一插音频线，一
天能挣500元，额外还有奖励，
算下来，平均一天收入2000元
左右。

李某家里有贷款，他希望

通过这种挣钱的方式，把欠款
还清。“人都有迷茫的时候，贷
款压力大，媳妇爱啰嗦，然后各
种催，我就不那么冷静了，就想
赶紧搞到钱。”李某说。

在境外犯罪分子的诱导
下 ，李 某 按 其 指 示 架 设 起
GOIP，为境外犯罪分子提供通
讯服务，并采取开车闲逛流动
作案的方式，躲避警方侦查。正
是有了李某架设的GOIP为“中
转站”，境外犯罪分子实现了异

地操控内地手机号码进行电话
犯罪活动。

民警解释说，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
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
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
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
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属于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目前，李某因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相关链接：
什么是GOIP设备？
GOIP设备是指虚拟拨号

设备，具备多条线路可配备多
部 电 话 机 或 手 机 卡 ，将 传 统
电 话 信 号 转化为网络信号，
实现数百个电话号码同时通
话 ，还 可 以 通 过 服 务 器 远 程
控制GO I P设备进行打电话、
发短信。但是，GO I P设备不能
随便使用，必须通过相关部门
的审批。

记者 徐良 通讯员 张月华

2021年6月16日，德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王开福历经15
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重庆
市秀山县石堤镇卫生院，开启了
医疗对口帮扶工作。赋能基层，传
递健康，将诊疗技能毫不保留地
传授给当地年轻医生，为当地留
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培训带教，他留下了一支带
不走的医疗队

石堤镇地处偏远山区，位于
秀山县东北角，距离县城50公
里。初到石堤镇，赶上梅雨季节，
王开福克服潮湿环境与饮食差
异导致的腹泻、失眠等不适，出
门诊、做手术、搞培训，慢慢适应
当地环境。

王开福在工作中发现，当地
卫生院内科医师很年轻，临床诊
疗经验有限。他决定将因人施教
与重点带教相结合，提高年轻医
师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说干
就干，王开福每月开展两次全院
业务讲座或技术操作培训，每周
开展两次科室教学查房，每天对
重点患者进行查房，及时改进诊
疗方案。另外，他组织科室进行疑
难病历讨论和当地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规范的学习，不定时检查
病历书写，严把医疗文书质控。他
还组建了微信学习群，不定时向
群内发送最新诊疗规范、诊治流
程等各类文献文章，供大家随时
掌握最新医疗技术及动态。经过

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带教，内科年
轻医师的诊疗能力有了明显的提
升，为当地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
医疗队。

授之以渔，他让年轻医师有
了治病救人的底气

经过调研发现，当地慢阻肺、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冠心
病、高血压病等为常见病、多发
病，而科室医师对这类疾病的认
识不足、临床诊疗规范掌握程度
参差不齐。为此，王开福带领大家
从疾病诊断、药物应用、结果分析
等方面进行系统学习，经过几个
月时间，大家业务能力明显提升。
之前，凡有急性药物中毒患者，均
采取洗胃后转送到县医院住院治
疗，通过王开福带教，该病在本院
即可得到很好的救治。

此外，王开福借助德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帮
助石堤镇卫生院开通了与德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服务，
患者即使身处偏远山区，也可以
通过互联网医院享受到德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专家的诊治，让当地
老百姓也享受到了互联网医院带
来的便利。王开福的帮扶既授之
以鱼，又授之以渔，让当地年轻的
医师们有了治病救人的“底气”，
门诊量也因此不断攀升。

下乡义诊，他把健康送到了
山区老百姓的身边

2021年8月，石堤镇卫生院接

到了为辖区群众接种新冠疫苗的
任务。可是，当地有一些住在大山
深处的老年人因身体原因，无法
到达医院接种。王开福决定跟随
当地人员一起下乡，为偏远地区
的群众接种新冠疫苗。山路陡峭
艰险，九转十八弯，很多时候车辆
都是在悬崖边上行驶。王开福强
忍着头痛、恶心等不适，在雨中爬
上湿滑的山路，为居住在山顶的
群众检查身体、接种疫苗。从早上
六点出发，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
一天下来，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双脚被湿透的鞋子泡
得肿胀泛白。

在日常工作中，王开福发现
当地老百姓的健康意识非常淡
薄，“小病挺、大病托”。于是，他在
当地集市上开展了多次义诊活
动，给老百姓普及防病治病的健
康知识。在义诊中，王开福发现了
多例病情严重但仍拒绝治疗的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经过耐心解释，
患者最终接受了治疗，病情得以
有效控制。

王开福全心全意的投入和付
出，得到了当地医院和群众的高
度评价。2021年，王开福被评为秀
山县“优秀支医工作者”。半年帮
扶到期后，石堤镇卫生院领导希
望王开福能留下来继续帮扶。面
对当地的挽留，王开福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半年的支医已经让他
对秀山、对石堤镇有了感情。王开
福说，看到当地老百姓看病就医
的困难时，他感觉自身责任的重
大，他希望能为秀山的老百姓多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援渝故事>>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王开福

医者仁心，情满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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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4月27日讯(记
者 李梦晴 郭华春 通讯
员 王彦) 4月26日，德州市
特殊群体疫情防控和生活保
障工作暨2022年度民政工作
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
2021年全市民政工作，部署
特殊群体疫情防控工作和
2022年全市民政重点工作，
推动新时代德州民政事业持
续高质量发展。

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
几年民政事业发展的新方
向：兜牢底，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底线；保住面，保障困
难家庭基本社会服务不断取
得新进展；促公平，保障低收
入者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
队；夯基石，优化基层治理保
和谐促稳定；重创新，以有序
革新适应新发展格局。

聚力锁定“提低、扩中”
目标，探索创建“共富型”社
会大救助。健全监测帮扶机
制，强化政府“基础型帮扶”，
实施“发展型帮扶”，拓展基本
社会“服务型帮扶”，统筹各方
资源，提高监管评价效能。

构建“数字养老”服务品
牌。今年要出台实施《德州市养
老设施建设和养老产业发展
规划》《德州市“十四五”养老
服务体系发展规划》，全面构
建数字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打
造第二个德州民生全国品牌。

构建数字养老新机制；
以争创全国试点为契机提升
社区养老服务水平，2022年6
月底前，所有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配建达标率达到100%。
持续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每
个县市区至少设有1所以失
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
县级敬老院，失能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率要达到60%以上。
改造提升敬老院6处，新增护
理型养老床位2600张，护理
型养老床位占比达到55%以
上。因地制宜建立乡村“暖心
食堂”，今年6月底前全市建
有星级农村幸福院的村 (社
区)实现全覆盖。

培育以“乡村公共服务
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基层
治理新品牌。加强乡村公共
服务一体化建设。今年，在武
城试点的基础上，增加平原、
临邑、齐河、庆云为试点县，
县级层面扩大乡镇政府服务
管理权限，将乡镇管理迫切
需要且能够有效承接的管理
权限全部赋予乡镇政府，全
面推行乡镇政府权责清单和
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管理和村

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职责任
务清单管理，进一步理清市、
县、乡、村四级职责关系。加
强基层自治规范化建设，加
强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努力打造殡葬改革的
“崔口经验”。全力打好生态
节地公益性公墓建设“三年
攻坚战”收官之战，年底前力
争在全省率先实现公益性公
墓全覆盖。今年，要重点推广
庆云县崔口镇经验做法，鼓
励各县乡创新创造，培育具
有示范效应的公益性生态安
葬(放)设施，推动葬式葬法改
革，以殡葬改革推动农业产
业化、规模化发展，努力打造

“枫桥经验”式的德州殡葬改
革“崔口经验”。

不断深化叫响“德关爱”
儿童培育品牌。精准落实儿
童福利保障政策，探索建立
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开
展孤困儿童精准化保障行
动，健全规范工作档案台账。
开展儿童福利机构增能行
动，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
提质高质量发展。启动市儿
童福利院康养楼和市未成年
人保护中心项目建设，打造
养育、医疗、康复、教育和社
会工作一体化平台。高标准
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创
新关爱服务方式。优化实施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项目，继续开展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助学工程、为孤困儿
童购买“惠民保”项目。实施
农村留守人员“3 6 5暖留工
程”，今年每个乡镇至少要建
设一处365暖留中心。

积极推动社会组织有序
的发展，年内全市50%的街道
和20%乡镇要建立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引导社会组织积
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乡
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东西
部对口协作等重点工作，更好
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推进慈善社工事业
和福利彩票事业发展，积极
发展慈善事业，大力推动社
会工作发展，扎实做好志愿
服务工作，年内全市标识志
愿服务组织达到每百万人17
家以上，促进福彩事业高质
量发展。

兜牢底、促公平、夯基石……

2022年德州民政工作这样做

王开福（中）为患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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