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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11 来 袭 ！ 红 包 提 前
领。”“双 11 预热！品牌商品买
就减！”“双 11 全攻略!预售下单
得优惠券！”……“双11”期间，相
信很多市民都被这种垃圾短信

“轰炸”过，“双11”临近前，各网
购电商就为了促销商品而致使
垃圾短信集中爆发。

在微信几乎替代了短信的
现在，手机短信的功能仿佛就是
商家的免费“广告位”了。无论
是经“3·15晚会”曝光，还是国家
出台法律打击，都没能起到良好
效果，老百姓只能被动地接受。
垃圾短信为何越来越多难以遏
制，是监管难还是防范差？

虽然平时，我们也收到过垃
圾短信，但是“双11”前的一周，
我们却被“垃圾短信”烦透了，全
是“双11”的促销短信，不分白天

黑夜，平均一天能收到十几条。
现代科技带来了生活的变化，人
们由于平常工作忙，很多日常用
品都是网购，特别是女同胞们，
手机里的购物APP有七八个，除
了常用的淘宝之外，还有专门卖
化妆品、衣服、食品的，所以到了

“双11”，就会收到这些购物网站
的“轮番轰炸”。而且很多人手
机都是 24 小时不关机的，有时
候晚上刚入睡就会被垃圾短信
吵醒，许多都是“xxx12 点开抢，
距离全年最优惠还有1小时”之
类。

垃 圾 短 信 主 要 有 三 种 形
式。一是“点对点”的垃圾短信，
就是用一个手机号发送到另一
个手机号上，这种一般用于开假
发票、卖一些不明来路的豪车、
中奖诈骗信息等非法行为，随着

电话卡实名制的普及，这类垃圾
短信在逐渐减少。第二种利用

“短信平台”则是最常见的以
“106”开头为主的短信，这类也
是大众最常遇见的“垃圾短信”，
通过运营商平台发送，10655 联
通、10657移动、10659电信，而最
多的“1069”这个号段为三网合
一短信通道号。还有一种则是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利用“伪基
站”发送垃圾短信，当用户经过
其辐射区域时，就会收到垃圾信
息。被垃圾短信骚扰后，很多人
都是选择沉默，点开短信后回复

“TD(退订）”，想着以后不要再
收到就好。但是，有许多“顽固
型”垃圾短信根本退订不掉，一
旦招惹上就要被定期骚扰。

垃圾短信的市场庞大，因
其成本低、效率高而倍受商家

青睐，所以很难从源头上制
止，而在监管层面，因为涉及
到的部门较多，加上发送的方
式难控，所以想根治很难。最
让人烦闷的是我们没有“自主
权”，只能被迫去接受。对于这
些垃圾短信应该怎么办呢？其
实安卓手机还好，可以直接使
用手机自带的安全软件进行短
信拦截，苹果手机则可以利用
其垃圾短信过滤功能，彻底减
少垃圾短信的骚扰。对于短信
内容提供者，他们的责任当然
应该追究，但骚扰短信全面失
控，电信运营商在监管上也存
在失职。所以垃圾短信治理这
事，最后兜底的解决办法，还
是依赖手机安全服务商提供的
屏蔽服务。

热点点评

垃圾信息何其多，真无奈！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曼村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让网
购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对很
多消费者来说，选择在哪个店购
物很多时候是以货品销量和顾
客评价为参考，由此也产生了职
业“刷单”或职业“炒信”这一行
业。日前，广州顺德区法院审理
了一宗职业“炒信”案。淘宝卖
家彭某支付41万元“货款”委托
他人刷单，结果遭到受托方“违
约”，没有完成刷单量不说，余款
35万元也不按协议退还。彭某
为此诉请司法“维权”，要求对方
退还自己支付的刷单款 35 万
元。最终，法院判决彭某败诉，

但被委托“刷单”一方也没有“落
好”，剩余的35万元“刷单”款最
终被裁定收归国家所有。

彭某依法“维权”的意识可
谓很强，但殊不知，网店“刷单”
或“炒信”本质是炮制虚假交易
和商誉，吸引不明真相的消费者
产生消费误判和消费冲动，是对
消费者的一种蒙蔽、欺诈，侵害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同
时也是对其他守法诚信经营商
家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扰乱了正
常的网购市场秩序，属于合同法
规定的恶意串通，侵害国家、集
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基

于该违法行为签订的刷单合同
当然无效，而依该刷单“合同”约
定向被告支付货款应属不法给
付，其后签订的退还 35 万元的
协议也属无效，同时也不存在违
约责任一说，均不应受到法律保
护并得到司法权的救济。

今年11月4日，新修订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经全国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并将于明年1月1日
起施行。该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
价刷单，作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
传内容，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帮助他人进行刷
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
行为，也将受到严厉查处。

法律是“良善公平之术”，是
合法权益和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绝不会“助纣为虐”，保护非法行
为或让违法者从其非法行为中
获利。法院判决驳回刷单网店
的诉讼请求，并裁定将 35 万元
刷单款收缴国库，完全依法有
据。既是旗帜鲜明地对职业“刷
单”“炒信”这一电商恶瘤说不，
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同
时给不良商家和“网络水军”等
不法经营者敲响了法律警钟。

网店“刷单”输官司彰显司法公正
本报特约评论员 符向军

法言冷语

近年来，“花样”辞职信可谓
是层出不穷，依稀还记得2015年
那封“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被网友称为“史上最具情怀
的辞职信”。13 日，长春保安小
杨的一封辞职信也火了，被网友
称为最实在的辞职信，“本人因
在这里可能很难找到女朋友，家
里也老吹(催)我这个问题。前些
日子，家里亲属介绍个女生给
我，我俩电话里也交往了很长时
间了，感觉彼此都行，老人也说
要是双方没有问题，让我回家就
把这事儿定下来，争取年底结
婚，从内心角度来说，这份公(工)
作干着挺好，但是也没办法，自
己也老大不小了，也不想错过这
个女生，还望上级领导给予(同
意)，请求给与(予)批准。”

客观地讲，这位保安将“很
难找到女友”和“当保安”联系到
一起，组成因果关系，其实并没
有任何现实依据，更没有任何科
学论断支撑，或许只是他个人的
工作感悟。但正是这样一个非
常实在的理由，却生动反映出当
前社会底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不管是否承认，在当前社会，
有“保安工作等同于没出息”想法
的人不胜枚举，甚至有人毫不客气
地用“看门的”来称呼保安。尽管
社会经常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来鼓励大家立足本职、干出
一番业绩，但现实却始终残酷，即
便当上“保安状元”又能如何？这
里并没有任何看不起保安的意
思。保安的无奈其实是社会的“病
态”，人一出生就被分成了“三六九
等”，进入社会、各自工作后，这种
等级分化就更为明显，尽管社会倡
导“人人平等”，但事实上，真正能
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即便前
段时间“北大保安成群逆袭”事件
令不少人喝了一碗“鸡汤”，让不少
人看到了走向上层的可能，但反观
现实，那充满奋斗激情的故事也只
能励志，而难以复制。

或许有人会讲，只要自己不
主动“划等级”，就不会有“等
级”。话虽简单，却着实太难。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如果
真没有等级之分了，哪里还可能
有“江湖”。因此，要消除这份无
奈，还需要每个人都从尊重别人
做起，让社会少些“高人一等”，
或许才能让有类似想法和经历
的人少些不安、多些自信。

当然，辞职保安尽管无奈，
但辞职也绝非必然选择，尽管有
酸楚、有崎岖、有等级，但只要能
够心安定志，凭自己双手吃饭，
谁又能说就真找不到女朋友
呢？ （仁忠）

世事杂谈

“最实在辞职信”
背后的无奈

漫话漫画 绝交信

最近，一家网络平台小编，
收集了一批“孩子写给父母的
绝交信”，引起网友关注和热
议。这些绝交信的内容分别如
下：“爸，咱绝交吧，什么爱与希
望，都拉倒吧！”“就此绝交，从
此相见如同陌路！”

单看那些绝交信，绝交的
理由五花八门，童真的话语，足
以笑到你怀疑人生。其实，也就
笑笑好了，孩童的世界并不是成
人能懂的，因为今天写了绝交书
明天就可能举行和解仪式。你
若当真那就是你真的太幼稚。

请以上 20位获奖者携带有效证件，在 11月 15日-11月 30日工作
日期间，到开发区东方路丹阳日报门卫处领取奖品，联系电话：
86983022。过期作废。

感谢朋友们的参与！
丹阳市科协 丹阳日报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二届“健康家庭”评选活动微信抽奖获奖名单
由丹阳市科协、丹阳日报社举办的第二届“健康家庭”评选活

动，经过宣传、微信投票、抽奖等阶段，随机抽出微信投票奖项，
获奖名单如下：

邱冬梅1570×××8468 何 琳1895×××0961 张银凤1595×××3600
孙晓梅1370×××3005 蔡剑胜1395×××0399 汪 琼1386×××6154
朱琴霞1361×××4011 陈 汉1505×××2049 马洪珍1340×××3033
丁 燕1361×××6559 袁泰芳1381×××1178 肖克鹏1586×××6480
孙腊芳1380×××3629 彭彬彬1891×××8623 吴云华1505×××5506
张玉峰1395×××9019 眭九英1332×××0025 郦旭婷1879×××1202
王军花1391×××1205 束双琴1380×××8873

由丹阳市科协、丹阳日报社主办的第二届“健康家庭”评选活动，经过宣传、公示、投票、复核、走访等阶
段，经组委会综合评选，评选出丹阳“十佳健康家庭”等名单。现公布如下：

A、丹阳“十佳健康家庭”10户：
严明友家庭 戎国平家庭 顾红霞家庭 朱建琴家庭 许生炎家庭 杨锁法家庭 董叶美家庭
张冬梅家庭 陈友萍家庭 贺娥娥家庭
B、“健康家庭”20户：
邵国林家庭 梁 鹏家庭 史冲云家庭 史夕荣家庭 符志方家庭 陈富炳家庭 魏 丽家庭
俞林林家庭 吴庆梅家庭 郑 喜家庭 邵金梅家庭 符志平家庭 张国忠家庭 仲国定家庭
李拾金家庭 吴顺保家庭 束春仙家庭 李彤西家庭 束卫星家庭 史腊梅家庭
C、微信“人气王”：严明友家庭
D、“优秀科普志愿者”10名：
张锁浩家庭 束黎明家庭 陈连娣家庭 蔡新保家庭 袁中良家庭 赵金忠家庭 姜留琴家庭
李云坤家庭 殷阿镏家庭 马洪金家庭
E、“优秀组织奖”3个：云阳街道科协 丹北镇科协 导墅镇科协
请以上获奖者，12月份到各镇（街道）科协领取证书、奖品。

丹阳市科协 丹阳日报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2017年第二届“健康家庭”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本院将对丹阳市玉乳泉小区 2幢 3单元 401室及N11车库房地产
进行第二轮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玉乳泉小区2幢3单元401室及N11车库房
地产，起拍价：76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7年12月15日10时至2017年12月16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8年1月5日10时至2018年
1月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第一次拍卖
成交，将不再进行第二次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开拍前（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
0511-86703074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许静 组版：赵勤 校对：西南 02综合新闻

眼下正值秋收时节，11月 9
日上午，记者来到访仙镇华晟仁
里农场，只见大型收割机、拖拉
机、搂草机、打捆机、夹包机等现
代化农机合力助阵水稻抢收，机
收场面颇为壮观。当地村干部
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农场通过
对秸秆的打捆收集，使得困扰各
地的秸秆处理难题在这里迎刃
而解，真正变废为宝，成为华晟
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发电的燃料。

“今天是农场水稻收割的第
四天，到目前已经机收了 4000
多亩。”仁里村委会治保主任兼
民兵营长袁跃忠带领记者走进
农场的收割现场。在一方连片
数百亩的水稻田间，十多台联合
收割机正井然有序地进行收割，
两台搂草机紧跟其后将其“吐
出”的秸秆向中间聚集。据袁跃
忠介绍，自华晟仁里农场落户村
里后，仁里村 8500 多亩农田已

基本流转给农场，农户每年能拿
到亩均 750元的土地流转分红，
周边村庄也有 1000多亩土地流
转给了华晟仁里农场，推动了粮
食的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
营。秋收以来，仁里村两委干部
分工包片，积极帮助农场协调处
理大型机械作业过程中遇到的
矛盾纠纷，通过主动服务，让农
场放心从事粮食的产业化经
营。由于秸秆能就地打捆、变废

为宝，村里的秸秆禁烧压力也大
大减轻了。

迎着阵阵的稻谷清香，记者
随后又来到位于仁里教化村的
华晟仁里农场另一方基地。这
里3台进口打捆机“激战”正酣，
田间由全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收
割后抛洒一层层秸秆，被进口打
捆机压缩成密度较高的圆桶状
草捆。“一台打捆机 1 小时能打
捆 10 亩秸秆。你看，这个打捆

机就像‘母鸡下蛋’一样。”顺着
袁跃忠手指的方向，记者走近一
看，果不其然，短短几分钟重达
八九百斤的圆桶状“草蛋”就从
打捆机后面滚落在地，排列在田
间。“可别小看了这个“草蛋”，它
可是华晟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发
电的优质燃料。”记者看到，田间
的路上，不时有车子将打捆收集
的圆桶状草捆，运往华晟生物发
电公司。

华晟仁里农场经理帅根林
说，目前，农场拥有进口打捆机
及配套的搂草机、夹包机共计
10台（套）。通过加快现代农业
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
新，大力发展全程机械化作业，
华晟仁里农场已走上一条集约、
有效、低碳、可循环农业的发展
之路，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
率，还提升了农业的发展质量和
效益，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今年农场 9200多亩水稻将在本
月 15 日完成收割，秸秆打捆收
集和小麦播种也将在 25日全面
完成。

(鲁秋忠 蒋须俊 丁汉
平/ 文 萧也平/摄）

华晟仁里农场发展低碳、可循环农业

稻秸秆变废为宝成发电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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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科/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业；肾病
学专业；内分泌专业；免疫学专业 /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神经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胸外科专
业；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 /妇产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 /妇女保健科/儿科/小
儿外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皮肤病专业；性传播疾病专业/医疗美容科；美容外
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传染科/结核病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专业/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线
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神
经肌肉电图专业；介入放射学专业；放射治疗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三级乙等
公立医院

门诊时间门诊时间：：上午上午77::0000--1111::3030，，下午下午：：夏季夏季1414::0000--1717::3030 其他季节其他季节：：1313::3030--1717::0000
地址地址：：丹阳市新民西路丹阳市新民西路22号号 电话电话：：05110511--8712012087120120

因医院发展需要，丹阳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病区搬迁至云阳
镇振兴路666号（千姿鸟鞋业向东200米、丹凤社区服务中心南侧），
同时成立老年医学科病区，搬迁后的康复医学科设有 31张床位，老
年医学科床位45张。联系电话：86536509

康复医学科搬迁公告

24小时急诊，节假日不休息

来自秋收一线的报道来自秋收一线的报道

本报讯 13日下午，丹阳高
新区联合丹阳农商行举办金秋暖
企恳谈会，通过银企座谈的形
式，进一步促进银企合作，切实
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市委常委、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云阳街道党
工委书记金夕龙，丹阳农商行负
责人及高新区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会议。

近年来，丹阳农商行积极发
挥职能作用，主动参与全市经济
建设，不断加大信贷投入。截至
今年9月末，已累计为我市经济
发展提供信贷资金 181.38亿元，
占我市贷款总额的 17.83%。其
中今年新增贷款投放 11.98 亿
元，占我市新增贷款的25.56%。

会上，金夕龙指出，政府、
金融业、企业要把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放在加快经济发展
上，努力构建银政、银企互惠合
作的强大平台，走出一条互利互
赢的新路子，把高新区的改革发
展推向深入。

（云宣 云莹）

高新区与农商行
举办金秋暖企恳
谈会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一年。
为进一步增强人大工作的针
对性、广泛性和实效性，根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要
求，现向社会公开征求市人
大常委会 2018 年工作建议
和常委会自身建设的相关意
见。请您于 2017年 11月 20
日下午6:00前反馈给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贺达
联系电话：86923036
传真：86528807
邮箱：dyrdjg@163.com

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7年11月13日

关于征求市人
大常委会2018
年工作建议的
公告

连日来，珥陵镇农服中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人员清除辖区内的加
拿大一枝黄花。据悉，一枝黄花为外来入侵生物，生态适应性广阔，对
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 (珥宣 萧也平 摄)

清除一枝黄花
消除生物危害

（上接1版） 王丹说，丹阳入选
全国文明城市，她感到很高兴，
也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现
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常抓不懈，按
照标准把文明创建成果常态长效
保持下去。”

“我为我的家乡骄傲！我为
我的家乡自豪！”市运管处办公
室主任眭昕看着手机上满屏的

“丹阳跻身全国文明城市”的消
息说道。眭昕表示，运管处将继
续做好公交车文明宣传、驾驶员
文明驾驶、公交站台环境卫生等
方面工作，注重长效管理，巩固
创建成果。

魏红利是我市“为爱延行”
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也是
一名在丹工作了 7年的“新丹阳
人”。他亲历、参与了丹阳三年
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全过程，
见证了这座城市软硬环境的不断
完善。“文明城市建设没有终
点，拿到国字号牌子只是把城市
文明推到更高的新起点。”魏红
利说，“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
的服务也没有终点，今后我们将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导和鼓励更
多市民投身志愿者行列，让城市
更美、更文明！”

（蒋玉 丽萍 菀滢 云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