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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梦琦 汉平）产业振兴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首要与关键，那么，
如何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呢？记者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上半年，我市通过强化乡
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发展
农业龙头企业和加强农业科技
支撑能力建设等举措，进一步培
植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多措并举
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今年以来，我市在优化生产
布局、稳定农产品供给和夯实农
业基础、巩固提高农业产能的同
时，围绕粮油加工、蔬菜、茶果、苗
木等特色产业，注重整合优势资
源，着力打造“绿色、有机、生态、
循环”等8大园区。目前，包括司
徒镇的省级丹阳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在内的一批农业园区重点围绕
园区生产、加工、服务功能，加快
推动园区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和
服务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园区

功能，提升园区形象，切实增强园
区承载项目、带动发展的能力；珥
陵镇则依托省级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区，已成功申报了2019年农业
农村部“产业强镇”项目。据统
计，上半年，全市完成三资投农项
目合计20个，总投资额3.2亿元，
其中 500 万元以上规模项目 16
个，新增三资投农项目3个。

做优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必
须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我市各级农业龙头企业加强了
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加大科技创
新，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
值高的新产品，促进产品优化升
级。作为国内知名食用菌龙头
企业的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不断促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
公司不仅建立了国际领先水平
的草菇、金针菇工厂化自动生产
线，形成日产草菇十吨左右、金
针菇五六十吨的规模，还通过深
加工开发了即食性食用菌休闲

食品。今年上半年，江南生物从
日本引进栽培的新品种菌菇
——鹿茸菇已实现规模化栽培、
工厂化生产，现已达到日产20吨
鹿茸菇的生产能力，一举成为国
内最大的鹿茸菇生产基地。在
构建“龙头+基地+农户”方面，
不少面粉、稻米加工等龙头企业
还积极探索和采取多种形式与
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
单农业、合同契约、保护价收购、
股份合作、二次分配等多种利益
联结方式，保障农民的利益，增
加企业的收入，实现农户和龙头
企业的双赢。

在发展壮大乡村产业过程
中，我市还积极开展农业职业技
能培训工作，提高农业专业化生
产和服务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服
务水平。上半年，我市共举办农
民职业技能培训班 6 期，培训
638 人次；将农产品电子商务与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相结合，全面

推进信息进村入户，依托“互联
网+”，加快培育农业电商示范基
地，推进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
农产品上网营销，建成中国丹阳
特产馆并投入运营；创建“一村
一品一店”5家，实现农产品网络
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继
续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一方面，在
加快完善提升园区功能的基础
上，加快培育园区市场主体，加
强“走出去，引进来”，推动产业
链招商，大力引进和培育农业企
业、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加快
推动农业主导产业形成集群优
势、市场优势；另一方面，加快推
动园区多产业联动，依托区域优
势和资源优势，立足差异化、特
色化发展战略，壮大发展一产产
业，合理发展二产产业，深化推
进三产生态旅游业，不断激发产
业园区发展新动能。

我市壮大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上半年完成“三资”投农项目20个，总投资额3.2亿元

脱下戎装，砸了“铁饭碗”，
外地打拼，回乡办企业——这
是退役军人虞强这么多年来的
经历。

在天禄眼镜公司二楼办公
室，记者见到了忙里忙外的虞
强，退役19年的他，身上依然有
着军人的干练利落。

“虽然我市眼镜行业在全
国乃至全球都占有明显优势，
但该行业电商的传统模式却有
绕不开的‘三大痛点’，即无法

实时验光、无法即时试戴、无法
售后服务。”虞强介绍道，这也
正是他跨行业创办眼镜电商公
司的初衷：打破只在销售环节
附加互联网思维这一“惯常”，
借助“互联网+”思维一一弥补

“痛点”。
1998年 12月，18岁的虞强

高中毕业选择入伍，实现了自
己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军人的理
想。在武警安徽省总队淮北市
支队服役两年的部队生活，让
虞强养成了作风硬朗、吃苦耐
劳、敢打敢拼、处事干练的行事
风格，并获得了优秀士兵的荣
誉。

2000 年 12 月退役后，虞强
放弃了相对安逸的工作，亲手

“砸”了自己的“铁饭碗”，以初
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独自去闯

大上海，并在一系列艰难求职
后，成功进入了上海宝闽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宁波子公
司。那一年，他才20岁。

在部队里养成的优良品
质，让虞强在工作中不喊苦累、
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勇挑重
担，从一个完全不懂行的新人
迅速成长为公司销售业务的金
牌骨干，很快便被集团公司赋
予重任。23 岁时，虞强便成为
集团内最年轻的子公司总经
理，27 岁时担任集团公司的副
总经理，创造了当时集团公司
的一个小小传奇。

然而，军人的热血与敏锐
并没有让虞强安于享乐，他察
觉到产能过剩的钢铁传统行业
发展困难，而新兴电商行业的
未来前景广阔。（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人社宣 财政宣） 2019 年
是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统一政策、统一
标准进行调整的第 4 年，也是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第
15 年连涨。市人社局与财政
局密切协调，筹集所需资金，落
实养老金补发各项措施，全市
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已于7月
底全部补发到位。

今年，我市严格执行省人
社厅和财政厅养老待遇调整政
策，明确调整对象，控制调整幅
度，继续实行由定额调整、与缴
费年限挂钩和与本人基本养老
金挂钩三部分组成的调整办
法，并对高龄退休人员适当倾
斜。据统计，今年全市调整养
老金退休人员共计 79081 人，
补发养老金共计 7850.8 万元，
人均增幅141.8元/月，其中，企
业退休人员补发养老金共计
6190.8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补发养老金共计 1660
万元。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改 革 后
（2014年 10月 1日—2018年 12
月31日）退休人员（中人）养老
金的调整，进入省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的，
按照本次调整前月基本养老金
的4%进行预调整，未进入省系
统的，依照现行政策进行预调
整。“中人”按照改革新政策计
算的准确养老待遇，以及近年
来预调待遇与准确调整待遇的
差额，在省人社厅统一部署下，
正稳步有序开展。

2019 年我市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调整补发到位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周建中）7月 30日，省教育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品质示
范高中建设的意见》，公布江苏省
高品质示范高中首批建设立项学
校名单。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顺
利通过材料评审和创建方案汇报
论证，成为全省首批20所高品质
示范高中建设立项学校之一，也
是镇江市唯一入选的高中。

据悉，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
是我省普通高中教育在星级评估
基础上创设的引领性发展项目，
是顺应高中教育改革趋势、助推
高中教育品质提升的重要工程，
是适应教育强省建设、提高我省
教育持续竞争力的创新探索，是
回应人民教育关切、实现普通高
中育人方式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举措。

省丹中在立项建设三年
（2019~2021）期内，以建设“国内
一流、国际有影响”的高品质示范
高中为目标，在学校文化建设、促
进学生发展、课程建设、教师队伍
建设等方面开展细致扎实的工
作，坚持优质特色发展，不断提升
教育质量和办学品质，确保高品
质示范高中规划建设成效。

丹中入选省高品
质示范高中首批
建设立项学校名单

在不断挑战中书写精彩
——记“最美退役军人”、天禄眼镜电商有限公司总经理虞强
本报记者 蒋玉

丹阳首届丹阳首届

“最美退役军人”
风采录风采录

宣传铁路安全知识
确保铁路安全畅通

近期，针对铁路沿线可能影
响运输安全畅通的问题，丹阳站
派出所进一步加强铁路沿线的巡
查力度，落实对重点设施设备的
防范措施，集中开展隐患排查整
治和安全常识宣传教育，全力维
护铁路沿线稳定的治安环境。图
为铁路警察在陵口镇铁路旁一建
筑工地向外来民工宣传铁路安全
知识。（记者 萧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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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全国
多地接连出现 35℃以上的高温
天气。在炎炎烈日、酷暑闷热中，
寻找“清凉”成为人们的选择。由
此，居民生活习惯开始发生变化，
消费需求也有了新的动向。这个
夏天里，外卖火了、网购旺了，纳
凉的文娱场人气爆棚……一幕幕
火热的场景，勾勒出高温下居民
的消费百态。

避“烈日”我们去消费
在北京南五环的荟聚购物中

心，晚上 8 点以后，仍是人群熙
攘，部分热门餐厅一座难求。一
家快餐门店负责人说：“商场空调
充足，娱乐服务也比较完备，顾客
都不愿意在家做饭，客流量明显
增多。”

在海口 300多米长的一处小
吃街，有 1200个包含天南地北特
色的小吃摊位。晚上，各个摊位
前面坐满了人。在一家本地老字
号特色“清补凉”摊位前，22岁的
黄琳琳排起了长队，她说：“白天
天气太热，晚上才出来活动，把白
天的生活补回来。”

在海口水巷口街，许多小吃
店都是晚上 7 点之后才开门营
业，营业到凌晨 1、2点钟，经常在
零点还是“爆满”状态。海口夜市
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7 月份夜
市的人流量环比增长15%左右。

记者在成都西三环路附近的
一家烧烤店看到，从下午 5 点半
第一桌客人到店开始，一直到接
近晚上 10点钟，可容纳近 100人
的铺子几乎一直客满。店里的招

牌菜烤五花肉，每天能卖出 1000
多串。

店主邓勇说，烧烤店的生意
和气温正相关，每年从 4 月份开
始生意向好，逐月增加，8月份达
到顶峰。

针对入夜以后，餐饮、娱乐、
文化等行业活跃的情况，北京、上
海、天津等地有关部门接连出台
政策，鼓励推动夜间消费，丰富夜
间餐饮、文化、艺术、旅游产品的
供给，创新管理模式。

在纳凉夜市红火的同时，外
卖也火了，尤其凉菜冰品等“大
热”。据美团、饿了么等公司提供
的最新数据，大拌菜、沙拉、凉皮、
冷面、冰棒等凉拌菜品和冰品的
外卖单量周环比增长显著。

北京盒马鲜生等新零售企业
借助快速拣货和全程冷链，做起
了冰镇生意。“今年首推了冰西瓜
服务，顾客直接线上下单，到手就
是冰好的西瓜。”盒马有关负责人
介绍，每个盒马门店都配备了冰
镇专区，除了西瓜还有各类饮料、
啤酒，可以快速地将这些消暑产
品送到顾客手中。

“今年我们以小瓜为主，普遍
在 1.5公斤至 2.5公斤之间，满足
三口之家的吃瓜需要。”北京盒马
水果相关负责人赵宁表示，冰西
瓜上市以来已经有近2倍增长。

降温防晒“神器”受追
捧

根据苏宁易购发布的初伏大
数据，7月 14日至 22日，防晒霜、
防晒服、UVCUT、遮阳伞、墨镜

和口罩抗晒六件套，销量同比增
长 421% 、329% 、109% 、223% 、
313%和 162%。淘宝数据显示，7
月18日至24日，降温神器关键词
的搜索量上升208%。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上海、
海口等地的家用电器销售商店人
潮涌动，商家纷纷推出以旧换新
等各种促销活动，空调、电扇的销
售十分火爆。

海口一家电器商店的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购买可移动空调扇
的人最多。现场采购空调的涂先
生说：“我刚买了两台新空调，但
是由于购买空调的人多，空调安
装师傅的档期都排得很满，安装
空调要排队到几天后。”

在广州，一种携带方便、可
USB充电、设计小巧可爱的手持
风扇风靡市场。办公室、马路上、
公交车里，随处可见一些人把它
当作消暑利器。

布谷是家电企业美的旗下的
互联网品牌，专注以互联网思维
研发产品。布谷在今年 4月底推
出了便携的手持风扇产品，因精
心的设计和强大的功能而热销。

“今年天气炎热，很多用户对户外
消暑产品需求比较强烈，产品推
出后受到市场欢迎。”该品牌产品
总监韩翰说。

文化旅游热 电影院成
新“避暑胜地”

高温之下，“暑假去哪儿玩”
成了大难题，而提供冷气的电影
院成了新一代的“避暑胜地”。国
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横空

出世，更吸引了一批批观众走进
电影院。

记者在海口一家影城看到，
观影等候区的椅子都被坐满了。
市民刘萍说：“电影院有空调，还
能看好戏，简直想睡在电影院
了。”

海口宜欣影城总经理刘栋表
示，进入暑假以来，从中午 2点到
晚上 8 点都是观影的“黄金时
段”，票房比平时增长三四成左
右，天气比较炎热，看电影成为暑
假娱乐消遣的重要途径。

新旅游景点的出现也让暑期
游客有了新去处。在线旅游平台
去哪儿网推出《2019暑期北京旅
游热力榜》显示，作为今年增长最
快的旅游景点，世园会位列北京
今夏热门景区第四，仅次于故宫、
八达岭长城、圆明园。延庆地区
民宿相较 2018 年平均价格上涨
41%。报告还显示，今年以来簋
街、奥体公园、后海为景点的当日
旅游线路较往年增长三成，晚上
看演唱会、听相声、看展览的人相
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当你在手机上下载应用软件
的时候，你会去看这个软件的评分
和评论吗？

这些评论和评分的真实性如
何？是否可以作为下载应用的参
考呢？

记者调查发现，本该作为用户
参考的评论和评分，竟然暗藏一条
黑色产业链……

App“刷榜”日渐普遍
“五星好评”水分大

孙先生是一家小型美食电商
的产品渠道总监。由于自家的
App在手机应用市场的榜单上排
名很靠后，孙先生时不时很苦恼，
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做刷榜，在榜
单里排名第62位，用户要往下翻
到第62才是我们。有些媒体或渠
道不时会来找我们，说你们要不要
考虑一下，尝试一下别的投放方
式。孙先生说，这些人不断推销
的，其实是一些第三方公司提供的

“刷榜”服务。只要付费，这些公司
就可以在应用市场中，增加任意一
款App的好评和下载量。这样就
可以使App在一些关键词的搜索
结果中排名居前，用户更容易看到
和下载。

不过，要想长期保持在应用
市场的前列，就得不断往里砸钱，
比如说你要做到总榜的前100，一
天可能需要有10多万或者20多万
的下载量。但并不是说，我今天花
多少钱，它就能到第1名、第2名，
而且过两天可能得花更多钱。这
对孙先生所在的小公司来说，是笔
不小的开支，因此只能放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样的
“刷榜”方式已经非常普遍。

记者在一些手机应用市场中
看到，很多App的评论区都存在着
明显的刷榜痕迹。在一款小说
App的评论区里，充斥着大量与应
用本身无关的内容。有的文不对
题，有的全是乱码，有的则是连续
几条完全相同的评论，不过是用不
同的账号发表的。

当记者按时间顺序排序后，发
现连续几百条评论都是在同一时
间发出的，并且这些评论的星级都
是满分5星。对此，很多手机用户
表示，在下载软件时，会注意到很
多App评论质量参差不齐。

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
家委委员包冉说，队列很整齐，评
论的内容大同小异，甚至有的连
个字都不改、复制粘贴，这种一
看就是属于特意去刷好评的。
还有些是故意给竞争对手刷评
论，甚至刷表面似褒、实际是贬
的恶评。

App“刷榜”明码标价
“产业链”组织分工明确
手机App商家通过海量的虚

假好评、虚增下载量数据等手
段，提升其在应用市场中的排
名。这些“刷榜”行为，究竟是如
何实现的呢？

通过搜索引擎，记者很容易
就找到了一些声称能在苹果、安
卓等各应用商店，提供 5 星好评
或提升关键词排名的商家。

据某刷榜公司销售人员透
露，差评可以做一拨好评覆盖
掉，好评放出来置顶，后面的差
评就看不见，权重也会有所增
加。像苹果市场的话，是 0.8元
一条五星好评，至于评论的内

容，商家表示爱写什么就写什
么。

商家表示，虚假评论一般通
过马甲用户账号，经由多部手机
进 行 发 布 ，这 种 被 称 为 “ 机
刷”。

而另一种提升下载量的服
务，则可以由真人用户去完成。

这种真人用户的下载，是在
一些被称为“积分墙”的应用平
台上完成的。平台以回馈奖金、
赠送游戏装备、积分的方式，吸
引用户按照指定的方式去下载
App，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就是完
成了一次“刷榜”。

在商家提供的报价单上，记
者看到，在苹果应用商店，一个
真人用户下载一次App的价格是
2.2元。

根据指引，记者下载了一个
被包装成儿歌软件的“积分墙”
应用平台，打开软件后，跳转出
来的网页会显示各种奖励任务
列表。按照提示，记者在应用商
店下载了某App后，顺利拿到了
1 元钱的所谓任务奖励。不过，
按照平台规定，用户需要累计 10
元以上才可以提现。商家跟记
者强调，用“积分墙”刷榜的方式
历经多年发展，已经成熟，刷榜
的客户中也不乏一些大名鼎鼎
的头部应用。该销售人员还声
称应用商店没办法去查出真人
刷榜，正常的情况下，App都不会
被下架。

“刷榜”扰乱行业竞争
法律和技术监管应加强
记者了解到，对 App 的开发

者来说，“刷榜”的好处是带来用

户的同时，还能换来投资人的青
睐。那么，刷榜究竟会带来怎样
的后果呢？

早在 2016年，一家提供应用
商店数据的科技公司将两家杭
州的刷榜代理公司告上法庭，指其
刷榜行为严重影响了数据准确性，
破坏正常经营。而这也是全国首
例针对“刷榜”行为的诉讼。该案
二审判定原告胜诉，最终获赔 10
万元。

代理律师指出，“刷榜”行为触
及了数据公司的权益。而另一方
面，如果手机应用市场被这些愿
意花钱砸流量的企业所操控，违
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
规定，其他软件开发者将在刷榜
的生态中受到利益损害。不仅
如此，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为手机
App“刷榜”的公司，往往只注重刷
单量，而并不会关注开发者是否正

规，应用本身质量如何，这将会直
接损害用户的权益。

据包冉介绍，每一次融资的
时候，投资方都要看数据，更多
人选择造假的方式来取悦投资
人。

另外，应用市场本身是一个
电子商务平台，如果不管质量，
会把虚假的、服务质量不好的内
容顶上去，它损害的是消费者的
相关权利。

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岳屾山建议，针对“刷榜”行为，在
加强法律监管的同时，应用商店还
可以在技术手段的监管上寻求突
破，比如我们发现有些利用机器刷
榜的很快就会被清理掉，这是因为
他们有技术手段，能够进行监测和
控制，这个可以在以后作为一个工
作重点，想办法在技术上面得到一
个突破。

高温下消费百态:外卖火了 网购旺了

机刷8毛，人刷2块2！App排名竟是这么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