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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3月8日电 （记
者 周润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近日通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形式
共发现23个锁屏勒索类恶意程序
变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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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手机安全均造成严重威胁。

今年春节期间，受害人黄女士
为了抢到各大群里的红包，上网搜
索“抢红包神器”。当她在浏览网页
时，页面突然弹出一个“保证抢到红
包”的广告时，她毫不犹豫下载了软
件“抢红包了”。结果红包没抢到，
她反倒因手机屏幕锁定被“勒索”了
近2000元。

腾讯手机管家安全专家杨启波

表示，除了存在勒索风险外，这23款
勒索程序还可能产生大量广告弹窗，
影响用户正常的手机使用，例如“彼
岸花”“Q币余额修改器”“卡钻助手”
等软件，一旦安装，屏幕上方就会源
源不断地出现各类恶意弹窗，如不小
心点击，就会进入应用下载界面，严
重影响了用户的正常使用。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和多家网
络安全机构提醒，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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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可利用各
类安全软件进行防护，对下载软件
进行安全扫描，及时识别风险并进
行安全处理。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曝光23个锁屏勒索类恶意程序变种

下载“抢红包神器”须谨慎

本报讯 （记者 韩毅）3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南川区获悉，为将广袤农村大地变成人人向往的田园净
土，南川区创新采取“户集（分类）、村收、乡镇（街道）转
运、区处理”方式，推进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实现环境
卫生整治全覆盖、无盲区，以城市文明带动乡村文明。

据了解，近年来，南川区在加强和创新社会卫生管
理、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提高人

民群众文明卫生意识等方面成效显著，人民群众对城乡
环境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去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但相比美丽城区，农村人居环境却不尽如人意。

“改善农村环境，实现山清水秀，让百姓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既是一项事关群众生活福祉的
民生工程，又是我区实现‘旅游名城、生态花园’目标和
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现实需要。”该区城市管理
局副局长邓忠顺称。

为此，该区强化源头管控，按照生活垃圾资源化、减
量化、无害化处理的总体要求，探索实施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
集中处理；坚持政府主导、群众主体、村民自治、全民参
与，充分发挥村（居）、组（社）基层组织作用，加强宣传教
育，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治理，培养良好卫生习惯，提高卫
生文明素质，形成乡镇（街道）、村（居）、组（社）齐抓共
管、联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
治理机制；以“户集（分类）、村收、乡镇（街道）转运、区处
理”的模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设施及收运体系建
设，努力实现城乡同步统筹、配套建设、协调发展。

据统计，目前南川区共计投入各类治理资金
10961万元，全面完成了185个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
的有效治理，行政村治理比例达100%；有效治理覆盖
农村常住人口24.45万人，有效治理覆盖人口比例达
100%，清运处理农村生活垃圾近6万吨，基本实现集
镇、村庄、农户庭院周围及公路沿线、田间地头等无成
堆垃圾、无积存垃圾、无裸露垃圾、无禽畜粪便，水沟、
水塘无漂浮垃圾。

源头减量 全民参与 城乡统筹

南川投入上亿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文 明 在 行 动 重 庆 更 洁 净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女歌唱家专场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9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春之歌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16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话剧《驯悍记》
演出时间：3月16-17日 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元
演出单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
美国曼哈顿室内乐团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9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美国曼哈顿室内乐团
肖莉箜篌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17日 19∶30
演出票价：5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肖莉、鲁红可、李梦哲
比利时钢琴家尼古拉斯·康德独奏
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尼古拉斯·康德
重庆铜管五重奏 爵士乐专场音
乐会《情迷爵士2》

演出时间：3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80元
演出单位：重庆铜管五重奏

重庆大剧院

大剧场
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重庆站
演出时间：3月9—10日 19∶30
演出票价：280/480/680/880/1080/
1280元
演出单位：李玉刚
2018Gary曹格城市唱游格友会
演出时间：3月18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480/680/
880元
演出单位：曹格
维也纳Eggner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1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大剧院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
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微商城
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津区文管
所获悉，被誉为“川江七大枯水题刻”之
一的江津莲花石题刻日前再次露出水
面。这也是该题刻时隔11年后，再度与
市民见面。

36块礁石仿如一朵巨大的莲花

“看，这就是露出水面的莲花石。”近
日下午，重庆日报记者随江津区文管所
的工作人员来到几江长江大桥，顺着他
手指的方向，只见宽阔的江面上，一大片
黛青色的黑色礁石隐在江水中，像一朵
硕大的莲花在江水中“绽放”。露出江面
的礁石约有半米高，不足10平方米。由
于工作人员还在对露出水面的莲花石进
行清理，重庆日报记者并未看到此次出
水题刻的具体内容。

“长江堪称世界第一大古代石刻水文
记录走廊，其中重庆段的水下石刻有江津
莲花石、朝天门灵石、江北耗儿石、巴南迎
春石、涪陵白鹤梁、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
石等七大枯水题刻。”江津区文管所负责
人张亮介绍，莲花石水文题刻位于江津区
几江东门外长江航道北侧江水中，距几江
长江大桥约100米，又名挑灯石，由36块
大小礁石组成，全露面积可达800余平方
米，上有题刻38处，诗词共48首，因其状
如莲花而得名。“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枯
水题刻，它常年没于水下，仅在江水特枯
年份的早春时节露出水面。民间也有‘石
不常见，见则年丰’的说法。”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历史上莲花

石可考证的出水次数仅有17次，历代文
人在莲花石上留下的诗歌和题刻忠实地
记录了南宋乾道中期至民国二十六年间
近800年的长江枯水位情况，通过考察
这些诗题所在位置，可摸索出长江水位
变化规律，为修建水利设施提供重要的
参考。

莲花石上明朝奇女子的传说

“在莲花石上的题刻中，除了咏叹莲

花石奇特风姿和‘石现兆丰年’的祝颂
外，大部分诗歌都是缅怀一位名叫谢秋
芳的明朝女子。”张亮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相传明崇祯年间，泸州一位貌美如
花、多才多艺的名妓谢秋芳，与在泸州
做官的江津人杨生相识，两人互生爱
意。后来，杨生被诬受贬，离开泸州回
江津时向谢秋芳承诺，将凑钱为其赎身
并结连理。哪知时隔一年，谢秋芳仍不
见杨生的影踪，谢秋芳自己赎身后到江
津寻找，才得知杨生已在归乡途中郁疾

而亡，痛不欲生的她到莲花石吟诗凭悼
后跳江殉情。

“如果说《桃花扇》中江淮名妓李
香君和白衣书生侯方域之间凄美的爱
情故事，曾让无数读者潸然泪下，那
么谢秋芳与杨生的故事，可谓是上演
了一部重庆版的‘桃花扇’。”张亮感
慨道。

将用现代手段留下莲花
石千古奇观

“莲花石的每次出水，都会吸引大量
市民前来围观。”张亮说，但每一次它沉
入水底之后，人们都会担心这是莲花石
的谢幕演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随着河床的
缓慢抬升，莲花石出水已经越来越不容
易。因此，莲花石每次出水的时候，对
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就成了一项重点工
作。早在2007年，江津就启动了莲花
石题刻资料抢救保护项目，采用工程测
绘、题刻翻制阴模、题记编录、摄录像及
拓片局部围堰等方法，在获取莲花石题
刻基础数据的同时，还对部分题刻进行
翻模。

随着莲花石今年出水，江津区文管
所日前已联系了相关文物保护单位，准
备在对莲花石进行勘测记录、拍照存档、
收集相关水文资料数据的同时，建立三
维数字模型，以让更多市民在未来能借
助电脑模拟，直观地看到长江中这一千
年水文题刻奇观。

江津莲花石时隔11年再度露出水面
曾铭刻“重庆版”桃花扇传奇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此次露出水面的莲花石。 通讯员 袁孝椿 摄

咨询热线：400-168-6906

3月，重庆俏业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3·
15”全案家居保障月活动全面开启，在“3·15”
这个特殊时期，除了给予最大力度的优惠，消
费保障也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俏业家装饰
针对现有市场状况提出全新的思路，独创全案
家居体系，用系统化保障弥补漏洞，用预防代
替维权，给消费者一个更有保障的装修体验。

用预防代替维权
俏业家引领装修保障新思路

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这句
话也许并不适合放在装修这件大事上。暂且
不论出现问题后维修带来的高额经济成本，家
装维修牵一发动全身，对居家生活带来的不便
和影响更是一笔隐藏的“巨额开销”，若是等到
出现问题再来补救，各方面的损失与折腾足以
让人心烦意乱、叫苦不迭。

“最好的保障不是售后而是预防！”俏业家
装饰总经理赵勰表示，比起出现问题之后让消
费者大费周折通过维权来获得处理和弥补，不
如在一开始就让隐患一一排除、让问题无处滋
生。但传统装修受制于在模式本身存在的一
些缺陷，想要预防装修纠纷只能依靠人为的加
强管理，但收效甚微。

“产品本身上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优化
和改进产品来解决。”作为创新型装建企业，俏
业家把预防装修纠纷的关键放在了产品打造
上，“在进行装修产品优化与研发的时候，除了
考虑装修效果的最佳化，如何改善传统装修糟
糕的消费体验，尽可能从源头上、机制上、基因
上去减少和避免出现装修纠纷的可能，一直是

我们思考的重点。”只有优化和改造装修模式，
才能真正实现对大面积装修纠纷的提前预防
和控制。

全案设计
更全设计从源头降低风险

事实上，随着家装行业的发展，对正规装
建企业来说，确保工程质量早已不是技术壁

垒，各家在工程质量上的竞争已经进入创新和
研发的领域。为什么家装投诉依旧居高不下，
消费满意度迟迟无法提升，更多的是发生在体
验和消费端，因前期沟通不到位、方案不够详
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的。“既然信息
不对称是造成装修纠纷的一大因素，那么我们
就让装修的信息更多、更全、更精、更细的透明
与公开。”俏业家全案设计应运而生。

传统装修因设计项目包含不全面，经常

会陷入边装修边设计边修改的怪圈，在本就
有限的信息传递中又不断地穿插信息调整，
这对于门外汉的消费者来说，隐藏着无穷的
隐患。2017年下半年，俏业家推出了全新装
修产品全案设计。在设计项目上，比起传统
装修只负责硬装设计，俏业家全案设计额外
增加了主材设计、软装设计、生态设计、预算
规划等设计项目更全的设计可以为消费者传
递更多信息，当消费者对新房装修一清二楚、
一目了然之后，产生问题和纠纷的几率自然
就会大大降低。

除了全面，全案设计把细致也做到了极
致。俏业家的全案设计方案中，小到家里地漏
的数量、选择什么款式和尺寸甚至大概价格，
都会以实物或者图文并茂的方式为客户做最
直观的呈现。当设计方案细化到这种程度，只
要客户认可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精准采购，
整个装修消费的体验感和满意度都将得到极
大提升。

全案家居体系
让保障更全面更系统

装修是一个由多项环节构成的繁琐过程，
全案设计从源头减低了风险，也仍然需要配套
体系给予强有力的支撑才能让整个装修体验
达到理想的高度。围绕着全案设计，俏业家打
造了全案主材、全案工艺、全案服务等配套体
系，形成独有的、完整的全案家居闭合链，为装
修保障锦上添花。

“俏业家的全案主材体系，所有产品都由
俏业家设计大咖把关挑选，以专业的眼光、苛

刻的标准筛选精品，产品品质更有保障。凡是
在俏业家主材系统购买的产品，都将享受厂家
和俏业家的双保险，出现问题也将由俏业家兜
底担责。”赵勰表示，俏业家全案工艺将于近期
全面升级，数十项经过反复推敲及论证的新工
艺将在本次升级中亮相启用，为装修提供更好
的品质保障。

从全案设计到全案家居体系，从单一化预
防到系统化把控，可以说俏业家全案家居体系
本身就是一种保障，将装修链条上的所有环节
打通，丝丝入扣、环环相接，从源头控制风险、
从根源消除痛点，自然能够为消费者带去一个
真正省心轻松的装修体验。

独创全案家居体系 装前预防代替维权

俏业家“3·15”全案家居保障月全面开启

链接》》

俏业家“3·15”全案家居保障月活动特惠
3月10日-11日，俏业家装饰“3·15”全案家居保障月特别活动将在两江新区金山意库

3号楼3楼俏业家总部与南岸区上海城俏业家南区分公司观壹全案设计中心同步举行，这
是俏业家全案家居体系首次为山城市民带来服务。

为了进一步推广全案家居体系，让更多人享受到真正具有系统化保障的装修体验，本
次“3·15”特别活动，俏业家给出了诱人的优惠。据了解，除了设计施工的折扣优惠，更有
主材爆款限时抢购及满额赠送豪华进口家电等活动，与俏业家签约的客户还可以获得价
值2865元的品牌净水器1台。

俏业家全案家居体系

俏业家全案解析 明亮宽敞的公司内景

俏业家装饰图俏业家装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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