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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达喀尔 7 月 21 日电（记者霍
小光 孟娜 骆珺）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在达喀尔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塞关系取
得的长足发展，一致同意继续携手努力，
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开创
中塞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首先感谢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
的盛情接待和热情欢迎，认为这充分体现
了中塞友谊深入人心。习近平指出，
2016 年，我和总统先生共同确立了两国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塞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政治
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实实在在。中方
愿同塞方携手努力，推动双边关系和合作
迈向更高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
祉。

习近平强调，我赞赏总统先生从战略
高度看待中塞关系，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大力支持中非合作。双方要密
切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要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和政策沟通，我们欢迎塞内加尔成为第

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西非国家。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全面提
升中塞合作水平。中方愿继续秉持“授人
以渔”的理念，扩大、深化同塞方合作，
增强塞方自主发展能力。要密切人文交
往，促进民心相通。要加强执法安全合
作，中方支持塞方加强反恐、维和、维稳
能力建设。中方支持塞方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塞方在非洲和平
与安全、联合国事务、气候变化等重大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沟通和协调，维护非
洲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非关系，
我深深感到，中非长期友好，命运休戚与
共。双方是发展道路上的真诚伙伴，是国
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中国的发展将给
非洲带来更多机遇，非洲的发展也将为中
国发展增添动力。中方将继续秉持真实亲
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中非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今年 9 月，我们将
迎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我期待同包
括萨勒总统在内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共聚北

京，共商中非合作大计。
萨勒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国

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来到塞内加尔，这是
塞内加尔人民的荣幸。中国在历史上曾为
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今天的中国更是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塞内加尔
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感谢中国对塞内
加尔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复兴计划的宝
贵支持。建立在团结、互信、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基础之上的塞中关系强而有
力，令人满意。塞内加尔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致力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愿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
设、水利、工业化、农产品加工、旅游、
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塞内加尔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愿积极参与互联互
通建设。中国是非洲天然盟友，非洲也要
成为中国的天然盟友。塞内加尔赞赏中国
对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的贡献。中非合作
论坛是一个包容、有效、团结的合作框
架，建立在务实合作基础之上。塞方全力
支持加强中非合作论坛，支持深化中非合
作并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塞内加尔愿密

切同中国在多边事务中沟通和协调，共同
致力于建设更加平衡、公正、包容的全球
治理体系，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

会谈后，萨勒向习近平授予塞内加尔
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国家雄狮勋位团大十字
勋章。

两国元首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等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开始前，萨勒总统和塞内加尔民

众为习近平举行了隆重热烈的迎接仪式。
当习近平乘车驶向总统府时，早已等候在
沿途的万余名当地民众身着节日盛装，或
挥舞中塞两国国旗，或击鼓鸣乐，载歌载
舞，热情欢呼，夹道欢迎。通向总统府的
共和国大道上，礼宾马队迎接护卫习近
平。骏马威武矫健，踏乐前行。抵达总统
府后，习近平检阅仪仗队。萨勒在总统府
楼前迎接。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合影留
念。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南宁７月２２日电（记
者唐荣桂）“谭寿林不畏牺牲的精
神至今还感召着后人，各级党组
织经常组织党员到他的故居开展
党性教育活动。”广西贵港市港南
区桥圩镇党委书记梁焕治说起家
乡的英烈谭寿林满怀崇敬。

谭寿林，１８９６年出生于广
西贵县（今贵港市）一个农民家
庭。１９１７年考上贵县中学，
１９２１年９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预科。

在北大学习期间，谭寿林结
识了共产党员黄日葵等人，加入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１９２２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
１９２３年秋，谭寿林进入北大国
文系学习，１９２４年秋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
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
京分部工作，主要负责编辑《工
人周刊》，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１９２５年，谭寿林被党组织
派往广东工作，同年冬被派回广
西。１９２６年１月他担任中共梧
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积极发
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努力宣传
马克思主义，发动和指导工农革
命运动，积极培养革命骨干，发
动和领导了声援省港大罢工的罢
工周。同年９月，资本家勾结反
动军阀，制造了梧州“三工人血
案”，谭寿林发动梧州工人举行
万人大会，进行了坚决斗争。
１０月中共广西省委筹备小组成

立，谭寿林是三人领导成员之
一。１２月１９日，谭寿林被梧州
国民党右派逮捕，经党组织营救
于１９２７年春获释。

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７年５
月谭寿林被派往广州，负责对中
共广西地委的联络工作。６月到
武汉出席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会后不久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往
香港巡视工人运动。１２月返回
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在起义指挥
部肃反委员会工作。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寿林于
１９２８年秘密到上海从事工人运
动，先后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
长、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同
时担任党的《红旗报》编辑。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２日，因叛徒
出卖，谭寿林被捕。在狱中，敌人
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始终坚贞
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５月２３日，他被作为“要
犯”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
看守所，特务再度对他威逼利
诱，严刑拷打，但仍一无所获。
他那“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
要闯上天”的气势让敌人胆寒。

１９３１年５月３０日，谭寿林
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３５
岁。

梁焕治介绍，为更好缅怀英
烈，２０１６年港南区投入４０多万
元，重新修缮了谭寿林故居，下一
步将投资建设谭寿林纪念馆，将
其打造成为港南区党建示范点。

一、银行卡信息被盗取的主要

手段

（一）盗取银行卡磁条信息、窃取密码

1 . 使用硬件设备盗取磁条信息、窃取密
码：

（ 1 ）使用便携式磁条信息采集器
只需将银行卡在放有采集器的衣兜、裤兜外

蹭一下即可完成磁条信息盗取。
（ 2 ）使用安装在 ATM 机上的磁条信息采

集器
犯罪分子在 ATM 机插卡口加装高仿真的卡

槽（分嵌入式和覆盖式），卡槽内有磁条信息采
集器，同时在 ATM 机上加装针孔摄像头，偷窥
密码。

（ 3 ）使用安装了磁条信息采集芯片的
POS 机

犯罪分子在 POS 机内部安装了一块与密码
键盘连接的芯片，同时插入 4G 网卡，顾客刷银行
卡时，磁条信息和密码同步被这块芯片记录下来，
然后通过 4G 无线发送到犯罪分子手机上。

2 . 使用软件手段盗取银行卡信息、窃取密
码：

（ 1 ）通过引诱被害人扫描二维码，点击短
信、邮件等提供的网址链接，安装伪装的木马程
序等方式，将木马植入受害人电子设备，盗取设
备内的各类信息。

（ 2 ）破解或建立公共 WIFI ，窃取连接该
WIFI 的电子设备各项上网操作记录。

3 . 通过非法收集个人信息，拼凑银行卡
号、密码或找到用于重设密码、挂失账号时使用
的安全问题答案。

个人信息获取途径主要靠：买入社交、旅
游、购物类网站的注册信息，捡拾他人在银行办

理业务的表单和凭证，用软件恢复二手电子设备
中的信息记录等。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价值，犯罪
分子还可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挂失重开卡片并变
更收卡地址、伪冒他人身份开立银行卡、变更银
行绑定手机号码、呼叫转移银行卡绑定手机号到
犯罪分子手机、通过电信服务商自助服务渠道换
开他人手机 SIM 卡等违法行为。

（二）通过各种电信诈骗骗术，引导

被害人主动转账。

犯罪分子通过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被害人
（谎称涉嫌犯罪、家人被绑架、家人突发严重疾病
等），冒充单位工作人员利益诱惑被害人（谎称中
大奖缴税等）、冒充客服人员指导被害人登录木马
网站等手段，蒙骗被害人主动转账，或主动提供银
行卡、密码等重要信息。此类犯罪中，犯罪分子常
使用手机号变号软件，增加骗术的可信度。

（三）制作伪卡取钱套现或通过网

络洗钱

1 . 制作伪卡后通过 ATM 取现或刷 POS 机
套现：据网易新闻报道，记者通过调查，只要具
备了银行卡磁条信息，制作一张伪卡仅需 10 秒
钟。制卡设备通过网络购买，只要 8000 元，犯
罪成本极低。

2 . 线上盗取资金：不需要制作伪卡，直接
通过第三支付平台的快捷支付手段从购物网站、
网络卖家购买虚拟商品（游戏点卡、手机充值卡
等）再低价售出虚拟商品套现。使用此种方式，
犯罪分子还需要得知持卡人快捷支付平台绑定手
机号收到的验证码，而获取验证码的方式可谓多
种多样。

二、加强防范,安全用卡最重要

（一）注意安全办卡、用卡

1 . 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信用卡。在办理信用
卡前查看办卡人员工牌，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
“信用卡代办机构或人员”、“代理提高额
度”，而将个人信息透露给他人。

2 . 尽可能将磁条卡更换成芯片卡。因受理
环境的影响，目前国内银行大多发行的是芯片磁
条复合卡，故如使用芯片磁条复合卡，尽量选择
关闭磁条交易功能。

3 . 尽量不使用无密码的信用卡（密码作为
防范银行卡盗刷的重要保护措施，十分必要。尽
管有些银行承诺无密码的信用卡被盗刷后，一定
时间内报案并举证无责后会进行赔偿。但多数并
非全额赔偿，且赔偿调查期间会占用信用额度造
成不便）。

4 . 按需申办信用卡，不盲目开办多张信用
卡，或开办大额信用卡。

5 . 按照金额大小合理管理使用银行卡,尽量
选用额度较低的信用卡、或存钱不多的借记卡作
为经常使用的卡片，按需设置 ATM、POS、网银
交易限额，降低可能被盗刷的额度。大额借记卡尽
量不要关联信用卡还款，或绑定第三方支付。

6 . 多张银行卡尽量不使用同一密码；密码
设置不宜过于简单，例如将出生日期、手机后六
位等容易被猜到的数字作为密码；不定期更改银
行卡密码。

7 . 开通银行卡短信通知服务，尽量设置为 0
元起步，防止小额多笔盗刷不知情。

8 . 设置找回密码等安全问题时，尽量不使
用常用个人信息，例如“父母姓名”，“本人出
生日期”等，可使用例如“开的第一辆车是什么
品牌”、“小学班主任叫什么名字”等不常用个
人信息。

9 . 刷卡时要确保卡片不脱离视线，防止被
犯罪分子使用采集器盗取磁条信息。输入密码时

进行遮挡，防止被偷窥。
10 . 在境外刷卡时，要更加注意，尽量不在

小商户刷 POS 机。在不需要输入密码的商户进
行刷卡交易时，应留意收银员刷卡次数。回国
后，尽快关闭境外卡组织通道及境外银联通道交
易功能，待需要时再开通,具体请咨询发卡行。

11 . 根据银行卡对账单核对用卡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拨打客服了解情况。

12 . 无论何种原因，任何通过电话、短信、
邮件、聊天工具索要银行卡密码、校验码（背面
签名条上数字的后三位）、短信验证码的行为都
是诈骗！

13 . 分类管理银行卡,资金量大的银行卡,尽
量在网银或柜台使用,日常消费或取现使用绑定
资金量少的银行卡，使钱袋子多一层保护。

（二）防止木马病毒入侵

1 . 不刷不明来路的二维码。
2 . 不点开不明来路短信、聊天工具、邮件

提供的网页链接。
3 . 安装可靠的杀毒防护软件，对手机、电

脑等电子设备定期进行病毒查杀。警惕手机异常
情况，例如手机突然无故不能接收短信；
QQ 、微信、支付宝等电子账户出现其他不明设
备登录等情况。发现上述情况及时查明原因，更
换密码。

（三）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信息泄露

1 . 妥善保管含有个人信息的各类表单、凭
条，销毁时要彻底。

2 . 在注册用户或其他需要填写个人信息的
场合，非必填项尽量不填。不要填写得过于具
体，例如家庭地址不一定要写明至门牌号码。

3 . 不轻易将旧手机、旧电脑、硬盘等存有
个人信息的电子物品卖给陌生人。即便设备已格

式化，仍可通过技术手段轻易恢复其中的信
息。

4 . 不登录不明来路的 WIFI ，特别是没
有密码的。登录公共 WIFI 时，不进行支付操
作。

5 . 身份证件、银行卡等重要物品丢失，
要及时挂失、补办，保留补办凭证；手机丢失
后要及时挂失 SIM 卡，必要时解除支付宝绑
定的银行卡，冻结微信账号。

6 . 不在公众场合随意透露个人信息。

（四）防范电信诈骗

1 . 不要因轻信不明来路的电话、短信内
容，而向陌生人转账；如收到显示号码为公司
客服或熟人电话，但通话内容可疑时，请勿转
账或透露个人信息。坚持回拨电话确认真假，
防止被手机号变号软件蒙骗。

2 . 当手机突然无故出现“无 SIM 卡”
时，很可能是手机号码在电信服务商网上营业
厅的登录密码已被破解。应立即拨打电信服务
商的客服电话查明原因，如发现是被他人恶意
换开了新 SIM 卡，要立即挂失手机号，阻止
犯罪分子利用手机验证码盗刷资金。

三、银行卡不幸被盗刷，可

以这样做

（一）留取证据：立即到附近商店、
ATM 或银行做一笔交易，留好交易凭证，证
明被盗刷的交易非本人操作；

（二）冻结银行卡：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冻
结银行卡，并反映情况核实交易，越早致电越
好；

（三）及时报警：案发后尽早报警，有助
于追讨被盗刷资金。

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 宣

如何安全使用银行卡
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给您来支招

习近平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努力推动开创中塞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谭寿林：杀头当作风吹帽

坐监也要闯上天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银行卡作为一种安全、方便、快捷的支付工具，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备品，按卡介质分为金融 IC 卡（纯芯片卡、芯片磁条复合卡）、磁条卡。

近年来，银行卡（磁条交易）境外被盗刷、骗刷事件时有发生，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中心支行发布安全用卡警示，为老百姓支招银行卡的安全用卡常

识与技巧，避免不当用卡带来的被骗刷、盗刷等烦恼。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齐中
熙 赵文君）国家药监局负责人 22 日通
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
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件有关情况。
这位负责人说，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
生产，收回药品 GMP 证书，同时会同吉林
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国家药监局将组织对
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对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这位负责人说，根据举报提供的线
索， 7 月 5 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
局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飞行检查； 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组成调
查组进驻企业全面开展调查。 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长春长生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
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

他说，现已查明，企业编造生产记录
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
备。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
止生产，收回药品 GMP 证书，召回尚未
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
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这位负责人说，按照疫苗管理有关规

定，所有企业上市销售的疫苗，均需报请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签发，批签发过
程中要对所有批次疫苗安全性进行检验，
对一定比例批次疫苗有效性进行检验。该
企业已上市销售使用疫苗均经过法定检
验，未发现质量问题。为进一步确认已上市
疫苗的有效性，已启动对企业留样产品抽
样进行实验室评估。

这位负责人指出，据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监测，我国的狂犬病发病率近年来
逐步下降。

药监局已部署全国疫苗生产企业进行
自查，确保企业按批准的工艺组织生产，严格
遵守 GMP生产规范，所有生产检验过程数
据要真实、完整、可靠，可以追溯。国家药监局
将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
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这位负责人说，该企业是一年时间内
第二次被发现产品生产质量问题。去年 10
月，原食药监总局抽样检验中发现该企业
生产的 1 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该
产品目前仍在停产中，有关补种工作原国
家卫计委会同原食药监总局已于今年 2 月
进行了部署。

国家药监局负责人介绍长春长生疫苗案件：

责令停产、立案调查，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飞行检查

这是位
于广西贵港市
港南区桥圩镇
的谭寿林故居
（ 4 月 29 日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