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个锁屏勒索类恶意程序威胁你的财产
极客云播、免费红包领取、卡钻助
手、江少专业刷赞、盗取 QQ 密码、
SIM 应用卡、吃鸡除草隐身、大佬
修改器、刺激战场辅助等。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
中心安全专家介绍，这些锁屏勒索
类病毒恶意行为包括：强制将自身
界面置顶，致使用户手机处于锁屏
状态，无法正常使用；私自重置用
户手机锁屏 PIN 密码；监测开机自

启动广播， 触发开机自启动广播
后，便会启动锁屏代码；恶意程序
预留联系方式， 提示用户付费解
锁。
安全专家提醒，广大手机用户
不要下载这些恶意程序变种，避免
手机操作系统受到不必要的安全
威胁；用户在下载手机软件时一定
要通过正规应用市场下载，切勿直
接点击不安全的网页弹窗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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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
类安全软件进行防护，对所下载软
件进行安全扫描，及时识别风险并
进行安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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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日报》消息 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透露，通过
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形式，盗号神
器等 40 个锁屏勒索类恶意程序变
种近日被发现。该类病毒通过对用
户手机锁屏， 勒索用户付费解锁，
对用户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 40 个被发现的锁屏勒索类
的恶意程序变种包括拉圈圈神器、
盗号神器、QQ 音乐、 钓鱼生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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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授课
5 月9 日， 由赤峰市教育局、
赤峰市残联、 赤峰市文联主办的
“书画家进特校课堂义务授课”启
动仪式在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
校举办。 此次活动以“传承翰墨风
韵，弘扬国粹文化”为主题，邀请
赤峰市书画家们走进特校课堂，
让更多的师生们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
晨报融媒实习记者王小溪摄影报道

德育之花
赤峰市松山区第三小学已
形成一套完善的德育管理与评
价体系。 学校制定并实施了行
为习惯养成教育方面的一系列
合理、可行的规章制度,如《松
山三学生一日常规》、《值周值
日制度》等。从校内到校外规定
了学 生 言 行 所 必 须 遵 守 的内
容, 引导和规范着每一位学生
的个 性 品 质 与 行 为 习 惯的 形
成。
通讯员 尹明峰摄影报道

武警赤峰支队
掀起读书成才之风
◇晨报融媒记者 胡军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官 兵
精神文化素养， 激励官兵昂扬斗
志，助推官兵投身改革强军，连日
来， 武警内蒙古总队赤峰支队积
极开展“自助读书成才”活动，广
泛掀起读书热潮。
该支队党委始终坚持把营造
良好学 习 氛 围 作 为 提升 官 兵 思
想、强化能力素质的重要举措。政
治工作处指导基层单位立足现有
条件，创新学习方式，利用教育课
时间，由官兵轮流上台推荐好书，
解读书中的知识和学习感悟。充
分开展小体会、小交流、小感悟活
动， 把学到的知识传递给身边的
战友， 把读书的乐趣分享给身边
的战友。

检察之窗（328）

法律护航成长
安全铸就梦想

元宝山区公司

翁旗森林公安局

开展保密法规
宣传活动

为苍鹭筑巢繁殖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国网元宝山区
供电公司结合“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开展保密法律法规宣传活
动。旨在增强全员保密意识，提高
全员保密水平。
国网元宝山区供电公司组织
该公司全员学习保密工作管理办
法、保密工作五个“管好”、十条注
意事项和十五个“不得”等公司系
统内外的保密规定。除此之外，还
要求员工结合工作实际， 自学了
解该公司门户网站上发布的国家
安全相关信息。
此次保密宣传活动效果良
好， 提高了全员的保密观念。今
后， 该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做好保
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认清
形势，提高认识，查找工作中的不
足并整改， 提升全体员工的保密
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刘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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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融媒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徐赢男 阿拉坦格日乐
本报讯 昨日， 在翁牛特旗格
日僧苏木布日敦嘎查的敖包诺儿，
数百只迁徙归来的苍鹭正忙着衔
枝筑巢为繁衍下一代做准备。
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提早制

定和完善了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成
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集中治安大队、刑侦大队、
辖区派出所警力， 明确分工任务，
同时启动联动机制， 联合水利、林
业等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强大合
力，共同为苍鹭种群 2019 繁殖季
保驾护航。

桥头镇召开特色种植联合党总支成立大会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强化
“党建引领”，按照翁牛特旗委组织
部的统一部署，5 月 9 日， 桥头镇
召开特色养殖联合党总支和特色
种植联合党总支成立大会。
会议由桥头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宋志勇同志主持。桥头镇党委谷

显仓书记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提高
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二是切
实突出工作重点， 党建融合促发
展；三是要往实里做，切实发挥融
合作用。要求联合党总支在“融”字
上下足功夫， 实现内在的实质融
合，真正发挥作用，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宋庆丽）

本报讯 为增强 学 生 国 家 安
全意识，做好校园安全宣传工作，
近日， 巴林左旗检察院应林东第
三小学的邀请， 在三十四国家安
全日当天， 组织干警前往林东第
三小学， 为 1000 余名学生讲授
安全教育专题法治课。
课程以“法律护护成长，安全
铸就梦想”为主题，以《国家安全
法》、《反间谍法》 等法律为切入
点， 针对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存在
的安全隐患，通过身边的案例，播
放视频、提问等环节，让同学们在
鲜活的案例中对国家安全有了深
层次的了解， 激励并引导在座的
学生们，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
要扣好，明辨是非，从小就树立起
安全意识。 活动现场向学生们还
发放了宣传手册。 学生们纷纷表
示，我们要以此次法治课为契机，
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 还要不
断增强国家安全观念， 为国家安
全工作贡献自己的一纷力量。今
后， 左旗检察院将进一步组织开
展法治讲座进校园活动， 来不断
撑起未成年人“法治保护伞”，为
左旗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巴林左旗人民检察院 马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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