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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小马和
他的妈妈住在绿草茵茵的
十分美丽的小河边。除了
妈妈过河给河对岸的村子
送粮食的时候，他总是跟
随在妈妈的身边寸步不离
……”5月14日，在许昌市
爱星特殊教育中心，许昌
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赵倩
为孩子们讲述了《小马过
河》的故事。

许昌市爱星特殊教育
中心是许昌市一家专业招
收自闭症儿童的机构，现
有学生15人，该教育中心
是许昌供电公司青年志愿
者重点结对帮扶的学校之
一。当天，该公司组织青
年志愿者和爱心妈妈来到
爱星特殊教育中心，开展
送关爱活动，为孩子们送
去玩具、零食、米、面等生
活必需品，并与孩子们做
游戏、讲故事，把关爱送给
这些特殊的孩子。

活动中，爱心妈妈为
孩子们带来了两个大大的
生日蛋糕，和当月过生日
的孩子一起吹蜡烛、许心
愿，《生日快乐》的歌声和
掌声响彻校园，让这群特
殊的孩子进一步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志愿者们向
每一个孩子赠送了文具
盒、笔等文体用品，并与孩
子们充分互动，开展了唱
歌、跳舞等文体活动，在一
片欢声笑语中，逐渐与孩
子们融为一体。

“许昌供电公司与我
们结成帮扶对子，开展经
常性的志愿服务进学校
活动，不仅从用电安全上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
帮助，而且也让孩子们增
加 了 和 外 界 接 触 的 机
会。”许昌市爱星特殊教
育中心负责人靳丽娜，对
结对帮扶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
庭了解到，第四巡回法庭
审判团队近日分赴各地巡
回办案。原来，设在郑州
市的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
回法庭不仅仅将办公地点

“锁定”郑州，也将根据需
要在巡回区内巡回办案。

据介绍，此次巡回办
案的审判团队分为两组，
第一组由第四巡回法庭分
党组副书记、副庭长李广
宇带领审判团队赶赴安徽
省绩溪县就地办案；第二
组由主审法官阎巍带领行
政审判团队奔赴湖北省武
汉市开展巡回办案活动。

再审申请人汪某诉绩
溪县政府土地权属登记一
案，卷内材料十分简单，侵
占行为是否存在、撤销国
有土地使用证的理由是否
成立等，均有许多疑点。
为查清案件争议事实，李
广宇审判团队决定赴绩溪
查看涉案宅基地现场并就
地举行听证。为方便当事
人参加诉讼，听证活动安
排在绩溪县人民法院举
行。三方当事人均按时到
庭参加听证。

在细心听取各方当事
人意见，就案件核心事实
进行查明之后，法官围绕
案件争点辨法析理，将案
件涉及的利害关系等问题
作了阐释，并耐心细致地
做劝解工作。由于当事人
矛盾较深，最终未能实现
当庭和解，但法官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耐心细致
的审判风格给大家留下深
刻印象。

与此同时，阎巍带领
的审判团队在武汉开展了
听证和集中调阅卷宗等工
作，为提升效率，团队在两
天时间内集中办理了9起
案件。

据介绍，为依法及时
公正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
行政和民商事等案件，推
动审判工作重心下移、就
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
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设立
巡回法庭，受理巡回区内
相关案件。其中，最高人
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设在
河南省郑州市，巡回区为
河南、山西、湖北、安徽四
省，去年12月 28日在郑
州市正式挂牌。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说，针对多发的网络安全事件，建
议社会各方面要高度重视网络安
全问题，及时安装安全防护软件，
及时升级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的
安全补丁，设置高安全强度口令
并定期更换，不要下载安装来路
不明的应用软件，对特别重要的
数据采取备份措施等。

针对此次恶意蠕虫事件，建
议广大用户及时更新Windows
已发布的安全补丁，同时在网络
边界、内部网络区域、主机资产、
数据备份方面做好这6点：

关闭445等端口(其他关联端
口如: 135、137、139)的外部网络访
问权限，在服务器上关闭不必要
的上述服务端口；

加强对445等端口（其他关联
端口如: 135、137、139)的内部网络
区域访问，及时发现非授权行为
或潜在的攻击行为；

及时更新操作系统补丁；
安装并及时更新杀毒软件；
不要轻易打开来源不明的电

子邮件；
定期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上备

份信息系统业务和个人数据。
此外，省互联网应急中心后

续将密切监测和关注该勒索软件
对我省党政机关和重要行业单位
以及高等院校的攻击情况，同时
联合安全业界对有可能出现的新
的攻击传播手段、恶意样本变种
进行跟踪防范。

最高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赴绩溪、武汉办案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卢琨琨

许昌供电公司
将爱送给自闭症儿童
□记者 杜文育 通讯员 焦永生

“想哭”勒索软件传播迅速，我省多个部门提前做好预防

教你6招对付“勒索病毒”

“因病毒侵入，我中心暂定本
日（5月15日）上午暂停办公，敬
请谅解！”昨天上午，郑州某行政服
务中心大厅门口贴出一份通知。

其工作人员解释说，当天上
午8时30分左右，各窗口单位的
工作人员前来上班时，许多人发
现电脑无法上网，怀疑是中了新
型的“蠕虫”式勒索病毒。上午9
时，他们接到通知，要求大家开
机前，要先断开网线，然后再通
过“补丁包”，给电脑打补丁，预
防病毒侵入。上午9时30分，他
们从指导网站下了一个“补丁
包”，然后对中心内的所有电脑
进行补丁修复。昨天下午，该中

心已基本恢复正常的业务办理。
“因网络系统维护，目前我

市交警、户政、出入境业务暂停
办理。工作人员正在全力维护，
建议大家待系统维护结束后再
前往办理相关业务。系统维护
结束后我们将第一时间通过@平
安洛阳微博，@洛阳交警微博，

‘洛阳交警微发布’微信通知大
家。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昨天12点18分,洛阳市
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洛阳”发
布上述消息，相关人士称“此举
是做好系统升级防护，保证正常
运转”。当天下午3时，洛阳市驾
考及驾考预约已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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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涉密单位的网络目前是怎样的状态呢？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信息处负责人周卫兵介绍说，检察系统因工

作性质特殊，平时很注重信息安全的防范。“涉密信息是单独的内网，
和互联网电脑完全物理隔离，内网电脑的电源都是涉密电源。”他介
绍说，自12日该病毒大规模爆发以来，该院信息部门周末连续两天加
班对网络核心设备进行了防护加固，并将注意事项、个人应对措施等
方法通过智能办公软件发送到了每个工作人员的手机上。

5月12日晚，“勒索病毒”爆
发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河南
分中心开展多项工作应对。

该中心通过QQ群、微信群、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发布预警
公告，紧急通知有关单位（主要是
教育网）注意加强防范。同时，对
恶意蠕虫攻击的 IP地址进行定
位，要求相关企业第一时间断开
涉事IP地址接入，通知IP使用者
进行处置。对已被感染的用户，
区分IP所属企业后，由相关企业
联系IP使用者进行紧急处置。

为了控制病毒扩散，联系多
家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技术支撑单
位开展病毒的分析，汇总多家厂
商的检测、查杀工具，制定了感染
用户处置指导意见，通过网站、邮
件、QQ群等多种途径进行发布，
指导用户有效处置感染计算机。

该中心还与公安厅网安部门
共享监测数据，双方共同发力，做
好恶意蠕虫病毒防范和处置工作。

昨天，大河报记者采访了多个职能部门，发现大多数部门已做好
“防毒”措施。

“对已感染的终端或者服务器减少使用，找专业人员进行数据备份
和恢复或者等待离线专杀工具发布。详情可通过微信、微博关注‘郑州
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咨询。”昨天，郑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
支队，以“郑州网警”的名义通过手机短信给市民发送提醒信息。

大河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勒索病毒”爆发后，省公安厅网
络安全保卫总队加强网上预警和检测，并通过微博微信等途径发布
图片教程。

“郑州网警”：给市民发送提醒信息

省教育厅：已针对突发情况做出部署

据媒体此前报道，在此次病毒爆发中，教育网成为了“重灾区”。
据了解，5月13日，河南省教育厅已针对突发情况做出部署，通知各高
校做好网络对外端口的防范工作。省教育科研网转发了教育部科技
司的文件，通知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防范，并要求有突发情况、
感染情况立即上报。

据了解，河南省内高校按已感染处理和未感染防范两类情况做
了相应预案。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对网络核心设备进行防护加固

在电脑“停摆”期间，也有一些单位利用人工前来“补位”。昨天
上午，作为热门单位的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管城分中心，也推出了

“当面委托”的服务。当记者采访时，正逢该中心刚刚为一位83岁高
龄的张大爷办完委托手续，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老人将后续业务的
办理委托给了女儿代办。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相关规定，进行
不动产登记，需权利相关人当面申请方可受理，但昨天上午，因为电
脑“停摆”，一些冒雨前来的群众都办理不了业务。分中心特意为一
些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群众办理了委托手续：待电脑系统恢复后，
只需委托人前来，便可办理后续业务。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管城分中心：推出“当面委托”服务

□记者 邵可强 陈骏 李岚

核心提示 | 5月 12日晚间起,一款名为“想哭”
(Wannacry)的勒索软件在全球较大范围内传播，国内
多行业的计算机受到了勒索软件的感染，受感染系统的磁
盘文件会被病毒加密，提示用户支付高额赎金才能解密恢
复文件。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支付，文件数据就会被“撕
票”，同时系统应用文件的破坏也会直接导致业务中断。

一时间，人们谈“勒索病毒”色变。针对此次事件，
教你6招对付它。

案例 办公网络疑遭“勒索病毒”攻击

走访 多部门提前做预防，着眼“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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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省互联网应急中心
通知有关单位加强防范

对付“勒索病毒”
做好这几点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