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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报记者
谭萍

本报讯 2018年郑
州市区约有5.46万考生
参加中招考试，郑州市
中招办组织评卷教师近
750人，从 6月 28日开
始评卷。目前，评卷工
作平稳进行。预计7月
8日公布郑州市区中招
考试成绩。

6月27日前，是郑州
市中招评卷前的准备工
作。据了解，每一位评卷
教师都根据严格的标准
进行了筛选，要求是非初
中毕业年级、无直系亲属
参加本年中招考试、教龄
3年以上、年龄45岁以
下、身体健康、政治合格、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
技能等。

据了解，郑州市中
招办提出评卷质量的基
本要求，给分有理、扣分
有据、宽严适度、始终如
一。

评卷过程的质量监
控实行四级质检制度。

“四级质检”即四个层次
的质检人员，按其质检

权限由大到小可分为市
质检、学科质检、组质
检、题质检。其中，上一
层级质检对下一层级质
检进行监控，确保每一
层级质检都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

据介绍，质检人员
都是教育局从全市直接
抽调的骨干教师，或从
评卷教师中筛选出来、
能精准掌控评分标准与
细则的评卷老师。

质检人员要对每一
位教师的评卷质量进行
全过程监控。质量监控
的主要内容既包括“每
天、每人、每题、每分”的
普查式质量监控，又包
括针对“重点人、重点
题、重点分值、重点时
段”的针对性质量监控。

在评卷期间，每位
教师所评阅的试卷，会
被随机、按比例返回给
该老师进行重评，来监
控评卷教师把握标准的
前后一致性。重评卷制
度确保了评卷教师在整
个评卷期间对评分标准
与细则的掌握和运用

“始终如一”。

“如果微波炉、电水壶、电
饭煲等用电功率大的家用电器
同时使用，就不要同时插在一
个插座上，以防线路过载引起
火灾。”6月20日，新野县供电公
司组织供电所员工为村民们宣
讲安全用电与节约用电知识。

为确保辖区内广大群众安
全用电，该公司针对辖区内部
分村民自我安全防范能力相对
较弱，安全用电意识淡薄的实

际情况，组织各片区工作人员
走村串户，加大安全用电宣传
力度，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用
电常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结合
“安全月”开展的活动，切实提高
了农村安全用电意识和使用水
平，进一步规范了农村用电管
理，优化农村安全用电环境，对
农村安全用电整体环境改善起
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吕媛媛）

新野供电流动课堂进村民家

4月3日，许昌警方接某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报案，该公
司网站服务器被他人非法入
侵，数据库遭删除，公司损失
5.8万元。

接警后，许昌警方立即开
展调查，于4月12日成功将该
案嫌疑人郝某阳抓获。据郝某
阳供述，他于 2017 年起通过

“白蚁网安”黑客交流论坛学习
黑客技术，从网民“天帝”处获
取黑客工具软件，并注册网络
科技公司，对他人网站服务器
进行入侵。截至案发时，郝某
阳已使用黑客工具非法入侵他
人服务器近40台。4月26日，
许昌警方在太原成功将“天帝”
（真实身份高某）抓获归案。经
查，高某在互联网上组建“技术
交流群”向他人传授黑客犯罪
方法，并通过QQ软件、“百度
网盘”等方式先后向30多人提
供扫描破解服务器权限的黑客
工具。

目前，郝某阳、高某已被许
昌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警方介绍，今年以来河
南公安机关集中力量，连续成
功侦破41起黑客犯罪案件，抓
获59名犯罪嫌疑人。其中，焦

作警方经过4个月连续侦查，
梳理出一个涉及全国11个省
市的制作贩卖木马程序、利用
木马程序实施犯罪的大型犯罪
团伙，抓获25名犯罪嫌疑人。

2017年9月18日，洛阳市
宜阳县一群众反映说，自己在
网吧用身份证开机上网时，发
现自己的身份信息被别人使
用。

宜阳警方调查发现，宜阳
某网吧老板贾某涛为获取非法
利益，购买“免刷身份证软件”，
利用其非法获取的他人身份证
信息给顾客开机上网，非法获
利数额较大。因“免刷身份证
软件”必须导入他人身份证信
息才能使用，该软件不但破坏
网吧实名认证系统，其使用人
员还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宜阳公安机关立即依法对贾某
涛采取强制措施。

经深入调查，办案民警迅
速锁定贾某涛所购买“免刷身
份证软件”上线陈某、肖某文，
并及时将二人抓获。据交代，
陈某自2013年5月以来，在网
上转卖“免刷身份证软件”400
余次，“免刷身份证软件”授权

码1000余次，非法获利20余
万元。肖某文自2011年11月
以来，在网上售卖“免刷身份证
软件”290余次，“免刷身份证软
件”授权码近千次，非法获利51
万余元。

目前，该案已抓获制作、贩
卖、使用“免刷身份证软件”嫌
疑人5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今年3月下旬，安阳警方
在办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时，
发现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过
程中对被害人频繁使用“呼死
你”软件进行互联网电话骚扰。
后深挖细查发现，以范某为首的
电话骚扰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
出水面。范某等人为谋取不法
利益，成立科技工作室，通过不
法渠道购买200余部智能手机、
80余张手机等作案工具，将手
机卡绑定在互联网云呼平台上，
然后通过自动抢单拨打平台下
发的任务号码赚取积分，再将积
分出售后进行牟利。

6月1日，安阳公安机关将
涉嫌寻衅滋事罪的范某等4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河南警方“净网2018”交期中答卷
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3005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88人

核心提示 黑客
侵入他人计算机服务
器，利用免刷身份证
软件盗用他人信息
……在我们身边，涉
及网络犯罪的违法行
为时有发生。今年以
来，河南警方开展“净
网 2018”行动，截至
目前，全省公安机关
共侦办涉网违法犯罪
案件3005起，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 3188
人。其中连续成功侦
破 41 起黑客犯罪案
件，抓获59名犯罪嫌
疑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本周六就是
小暑节气了，在通往“三
伏天”的道路上，我省将
是雨水淋漓。根据河南
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切
变线影响，从7月3日到
7日我省将出现两次强降
水天气过程。强降水发
生时将伴有雷电、短时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
时雨强可达50~70毫米/
小时。

据预报，7月3日夜
里到7月 4日黄淮之间
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
大暴雨，累计降水量可
达 30~50 毫米，部分地
区 70~100 毫米，局地
100~150毫米；7月5日
到 7月 7日豫南地区将
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
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
大暴雨，累计降水量可
达 50~80 毫米，部分地
区 100~150 毫米，局地
200毫米。

为此，省气象台提

醒，7月3日到7日我省
强降水范围广，豫南地
区持续时间长，需关注
可能由强降水引发的城
市内涝、道路积水、中小
河流洪水及山洪引发的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公众应做好雷电、
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
注意出行安全。

据介绍，这轮雨水
率先在我省西部、西南
部开始。周二白天，西
部、西南部有阵雨、雷阵
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其它地区转阵雨、
雷阵雨。

周二夜里到4日，全
省有小到中阵雨、雷阵
雨，其中黄淮之间部分地
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
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7月5日~7
日，受沿淮切变线影响，
我省南部将出现持续强
降水天气，部分地区暴
雨，局地大暴雨。

郑州市区进行中招评卷
预计7月8日公布成绩

未来五天
我省将迎两场强降雨

为全面建设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河南警方以严厉
打击网络黑产和深入整治网上秩序为重点，组织开展“净
网2018”行动。

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网违法犯罪案件

3005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88人，全省共清

理各类违法信息15万条（个）；关闭网络账号147个；进
行安全检查4143家/次；发现各类违法犯罪线索997条，
办结线索760条；依法查处涉网单位1800余家/次。

其中，在严打侵犯公民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中，共侦破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11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47人，
缴获大量身份证号、银行卡、手机号等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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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黑客入侵公司服务器
数据库被删除

使用非法软件
获取他人身份信息

使用“呼死你”软件
进行电话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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