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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超过 1.1 万名
科学家在《生物科学》（BioSci⁃
ence）杂志上发出警告称，整
个世界正面临气候危机，若不
作出深刻且持续的改变，世界
将面临“数不清的人类苦难”。

科学要用证据说话，科学
家更应当如此。科学家列出
了一系列证据，显示过去 40
年间气候变化的图形化生命
特征，包括人类和动物数量的
增长、全球森林覆盖率变化、
化石燃料消耗等。这些指标
的变化都直接导致气候危机
更为严重，而且各国政府也未
能很好地应对这场危机。

为此科学家开出了一些
“药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把化石类资源留在地表，寻找
化石燃料替代物；停止破坏森
林资源，恢复和保护生态系
统；发展低碳经济以及减少肉
类食物等。同时，科学家们认
定，如今的气候危机“与富裕
生活方式的过度消费密切相
关”，因此，呼吁人类改变浪费
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应对气候

危机。
无论是针对政府，还是个

人，这些措施当然是过去环保
理念和行为一以贯之的体现，
但是也比较抽象和笼统。仅
以个人的生活方式看，哪些是
浪费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是需
要具体定义的。问题也在于，
即便是定义与浪费奢侈生活
方式相对的有利于环境保护
的简单生活方式，也可能有争
议，而且可能最困难的是，有
了比较明确定义的简单生活
方式，人们是否能做到。

生活方式体现在衣食住
行上。在人们的穿着上，简单
的衣服既可能体现在价格上，
也可能体现为制作衣服的材
质上。从材质上，可以把穿皮
草和穿棉纺、化纤材料的衣服
当作一个界线，前者是奢侈，
后者是简单。即便是只穿戴
棉纺和化纤的衣物，同样有奢
侈与简单之分，并且难以做
到。如果要脱离奢侈，过简单
生活，乔布斯应当是一个榜
样，但是，会有多少人学习他？

在出行方面，现在最具争
议的是乘坐飞机。欧盟委员
会及多家咨询机构的研究显
示，全球航空运输所产生的碳
排放大约占到了人类活动总
排放量的 2.8%至 3%。因此，
环保的方式是，少坐飞机。问
题是，少坐有一个具体的次
数，多少才算少。

至于吃的方面，素食主义
当然也只局限于极少数人，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减少吃肉是
一个不错的环保选择，因为可
以减少牲畜饲养时的碳排
放。但是，吃多少肉，总得有
一个数量才能显示是少吃肉。

在住的方面要过简单生
活，也得有一个标准，如果简
单地以减少一半的居住面积
来计算才能极大减少碳排放
和减轻地球负担，那么，首当
其冲的也应当是发达国家。
因此，在衣食住行的所有方
面，全球 1.1万余名科学家也
应该向联合国提供一个相对
于奢侈生活的简单生活的标
准，看看人们能否做到。

至于生活中的浪费，以粮
食为例，已经有目标。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2019 世界
粮食安全和营养》报告统计，
全球每年约有 1/3 的粮食被
损耗和浪费，总量约为每年
13亿吨。把这些粮食利用起
来，也能解除全球至少 8.2亿
人的饥饿，与此同时，也能有
力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不仅
要有警告，还应当有具体方
案，而且，要看人们是否做得
到。否则，环保很可能流于形
式和只说不做。

（来源：北京青年报）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自从2016年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的“玻璃栈道”霸屏
之后，越来越多的景区盯上了这块“网
红”肥肉，短短几年间，全国景区共出现
多达两千个吊桥、栈道、平台等玻璃类
项目。

那么造玻璃栈桥需要什么手续？
答案是：不需要手续。不少施工队根本
没有公路、市政工程施工资质。无行业
规范、无验收标准、无监管主体，是整个
行业的通病。

近几年，惊险刺激项目成为景点引
流的金字招牌，玻璃栈道等似乎已成为
一些景区的“标配”。透明的玻璃栈道
悬挂在山崖边，游客走在上面，仿佛置
身于空中，刺激啊！

玩刺激是小事，保安全却是大事。
如果你知道这些惊险刺激的玻璃栈道，
都是无行业规范、无验收标准、无监管
主体的“三无”产品，而且可能是半路出
家的“游击队”施工，你会不会真的被

“吓破了胆”？
的确，玻璃栈道所用的玻璃钢是

一种比较安全的新型产品，但正如专
家所说，此类项目多建在野外高空，且
建设规模动辄超过四五百米长，桥比
较轻、窄，像一根绳子荡在大风中，这
时玻璃钢跟主体结构的连接就非常关
键，毕竟它不如传统的钢板和木板与
山体的连接性好。

这么性命攸关的玩意，景区有没有
制定对建筑材料、设计、施工的标准？
有没有规定定期检测与安全管理的标
准？有没有规定玻璃栈道的使用年
限？日常监管由哪个部门负责？几乎
是空白。

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
授李运生介绍：“除了像张家界这些超
大景区按照高标准建设的桥梁外，其他
很多景区建设的都比较简陋。”

高空景点的政府专项监管主体更
是“九龙不治水”。市场监管局只管营
业执照，应急管理局监管的内容中没
有玻璃栈道类项目，自然资源局则表
示，玻璃栈道悬在悬崖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如此，
玻璃栈道类项目成了监管的真空地带。

如今，距玻璃栈道类项目一哄而上不过才几年，建设
的漏洞尚未显露出来，但不知道再过几年或十多年会怎
么样。

毕竟，它们都是悬在半空中的设施。一旦出事，就是
关系到很多游客生命的大事。

安全是底线，也是生命线，有关部门一定要尽早制定
与玻璃栈道类项目相关的建筑标准，对安装、施工、维修、
监管等设立统一的强制要求。 （来源：钱江晚报）

此种“霸屏广告”是在滥用信息技
术，是一种技术霸凌的表现，需要监管
部门的介入，对运营商、软件、浏览器平
台作出严格限制。

泛滥成灾还难以关闭，弹窗广告不
能乱弹琴

弹窗广告，已经成了网络公害。打
开电脑网页或者手机APP，映入眼帘的
是覆盖整个页面大小的“恭喜收到××

红包”“抽取粉丝大礼包”“召唤好友”等
花花绿绿的弹窗广告，让人烦不胜烦。

日前，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弹窗广
告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只要商家交
足2万元，就可弹窗100万次，量越大成
本越低。有客服人员直接表示，“运营
商、软件、浏览器平台都有用户大数据，
你只要提出广告时段、推广地区、目标受
众、产品定位，我们就可以提供服务。”

结果就是弹窗广告多如牛毛，让人不
想看也得看，成为屏幕当之无愧的“霸主”。

我国广告法第 44条明确规定，“在
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
闭”。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也多次针
对互联网广告开展整治行动，取得了一
些效果。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弹
窗广告越来越花样百出，页面上明明有

“关闭”字样，点了却弹到另一个界面，
广告一环连一环，没完没了，感觉像进
入迷魂阵。

按理说，规定如此清楚，操作也似
乎简单易行，不合规的弹窗广告为何总
是“打不死”，反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

就广告而言，弹窗广告就如同那些
问你要不要房要不要商铺的骚扰电话，
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营销行为，有其合法
性，因此很多弹窗广告经营商钻了法律
的空子。

比如虽然规定了在互联网页面以
弹出等形式发布，应当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但并没有规定关闭的
标识要在多少像素以上，所以就特意把
关闭的标识做得特别小，小到要用脸贴
着屏幕，用鼠标或者小拇指指尖点击那
个区域，才能成功关闭弹窗。有些弹窗
还算有良心，可以设置成永久禁止再弹

出，而有些弹窗就算卸载主程序之后都
卸载不掉，这让人好奇：程序开发商的
主要目的是否在弹窗，程序本身反倒像
是附带的小功能了。

从投入和产出的效果看，这种广告
成本低，投放量大，广告效果显著。随
着大数据的采集，有些广告甚至能够做
到“精准投放”。

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验，在某个页
面或是APP上浏览了一件风衣或一本
书，第二天手机会收到多件风衣、多本
同类书的推荐。一时之间，这种差异化
个性服务，还颇受市场青睐，被各个广
告经营商引为致胜法宝。

反观另一面，美其名曰的“精准推
销”，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用户手机号码信
息，进而投放无法消除的“霸屏广告”，潜
藏着信息安全隐患。用户一旦被诱导点
击，容易无意中对弹出的小程序授权读
取自己个人隐私信息、联系方式等的一
部分权限，严重的甚至会被盗取账号密
码，很可能会成为电信诈骗的对象。

显然，此种“霸屏广告”是在滥用信
息技术，是一种技术霸凌的表现，需要
监管部门的介入，对运营商、软件、浏览
器平台作出严格限制，加重处罚，增加
打击力度，不可放其“裸奔”。试想，如
果有人不时窥视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种日子能过得安心吗？

（来源：钱江晚报）

日前，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电影电视剧
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影视剧吸烟镜头的审查，严格控
制电影电视剧吸烟镜头，最大程度地降低影视明星
吸烟镜头对青少年的影响。对于有过度展示吸烟镜
头的影视剧，不得纳入各种评优活动。

这则通知虽然算不上对影视剧的“禁烟令”，但
起码算得上一个“限烟令”。实际上，早在 2011 年
初，彼时的广电总局就曾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影
视剧中的吸烟镜头，并拉出了几条负面清单。此番
八部门联合下发影视剧“限烟令”，并不是简单重申，
而是一种治理升级。

八部门参与治理彰显了政府对青少年控烟工作
的重视，展现了政府严控影视剧吸烟镜头的决心，向
全社会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比之一个部门
单打独斗，八个部门拥有更多监管资源、监管手段，
可以形成监管的交叉火力，形成综合治理的态势。

“限烟令”着重强调了对影视剧吸烟镜头的审查，显
然，映前审查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前置措施，能够有效
删卡吸烟镜头，净化影视剧。“限烟令”也将过度展示
吸烟镜头的影视剧不得评奖的范围由原来的“总局
举办的各种电影、电视剧评优活动”拓展到“各种评
优活动”，又拧紧了一扣。

我国是吸烟大国，多年来长期占据着几个与烟
草销售、吸烟、疾病等有关的数据“第一”位置，而与
青少年有关的几个吸烟数据更是让人忧心忡忡——
我国青少年吸烟率为6.9%、尝试吸烟率为19.9%、还
有 1.8亿儿童遭二手烟危害……当前的吸烟状况距

“到 2030年 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的目
标，仍有很大差距，控烟形势非常严峻。

青少年大都有猎奇心理，有些青少年自制力弱，
喜欢模仿他人动作，尤其喜欢模仿影视明星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影
视剧中的吸烟镜头会对青少年产生很深的负面影响。有调查显
示，在影视剧中看见烟草镜头的青少年尝试吸烟的可能性增加 3
倍，不吸烟的青少年如果其偶像吸烟，则他们对吸烟行为认同的可
能性提高 16倍。但揆诸现实，很多影视剧依然是烟雾缭绕。从
2011年起，中国控烟协会连年评选影视剧中的“脏烟灰缸奖”，获

“奖”影视剧的吸烟镜头数量和时长更是令人咋舌。影视剧的吸烟
镜头堪称一种屏幕污染，对青少年是一种不良的示范、诱导或鼓
励，对影视剧中的吸烟镜头进行限制势在必行。

诚然，生活中的吸烟行为随处可见，影视剧作为一种艺术，来
源于生活，影视剧的吸烟镜头也是对生活的反映，但是，艺术还应
该高于生活，严控影视剧中的吸烟镜头，顺应了保护青少年健康的
需求，顺应了控烟的大势，恰恰是艺术高于生活的体现，符合艺术
传播的规律。给影视剧戴上“烟草过滤嘴”尽管不能彻底屏蔽吸烟
镜头，但可以大幅削减吸烟镜头，减轻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希望
八部门全力落实“限烟令”，能够让“限烟令”真正产生执行力、制约
力，真正产生烟草过滤效果。 （来源：北京青年报）

泛滥成灾还难以关闭，弹窗广告不能乱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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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时间：11月23日7:30-16:30
停电范围：10kV宾郊线25号杆五总村5号分段开关

至10kV加油站4026/4295联络开关线路段
停电用户：文化中心、原种村 56号、妍阳工艺品、五

总村集居点、五总村公用、五总村、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天一建设开发、体育局、世通纺织机电、如东俊山农副产
品收购部、米锐电碳、路灯管理所、开泰城建投资、掘郊车
口、掘港镇农机服务站(27号车口)、掘港镇东郊食品加工
厂、掘港殡仪馆、江海外贸包装、光荣院、刚正纺织品、堤
南村、北场村122号

停电时间：11月28日 7:30-14:00
停电范围：10kV安垦线8号杆如东垃圾电厂分段开

关至10kV对虾场4115/4282联络开关线路段
停电用户：大豫万福水产养殖场、东安闸管理所(东

安新闸)、东湖旅游、东凌水库、樊平、高辉工贸、顾建国、
恒德水产品、鸿轩养鸡场、华电新能源、华润新能源风能、
刘锋、龙湾水产养殖、龙臻滩涂开发、荣康生态农业开发、
润禾饲料、润祥生态农业、润祥生态农业、沙洲生态、顺加
福实业、唐群山、土地复垦整理中心、新港海涂养殖场、新
泰水产品、新兴水产品、亚太再生资源科技、张琪、兆盈畜
牧、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分公司、周海水产养殖、朱祁飞

停电时间：11月29日 7:30-14:30
停电范围：10kV袁埠线 8号杆海河滩 3号分段开关

至 10kV海河滩村 4234/4237联络开关至 10kV红星桥
4178/4237联络开关至10kV袁埠线39号杆孙庄村4号杆
分段开关线路段

停电用户：保生织布厂、海河滩村、海启高速袁庄服
务区（双电源不停）、建群再生塑料厂、旷美帽业、路桥工
程（烈士陵村 1号点）、平华风机科技、施庄村 1、孙庄村、
兴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亿鑫新材料、有限公
司、袁庄车口、袁庄人民政府、袁庄乡殡仪馆

停电时间：11月30日 7:30-13:15
停电范围：10kV江景线33号杆宗奎村4号分段开关

至 10kV江景线 49号杆晓池村分段开关至 10kV江景线
69号杆镇北村2号分段开关至10kV镇北村4071/425E联
络开关线路段

停电用户：伯元村 132号、富民尿激素厂、交通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双启星纺织、振东润慧纺织、镇东村、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江苏如东分公司

停电时间：11月30日 7:30-16:30
停电范围：10kV江景线69号杆镇北村2号分段开关

至10kV新兴村4071/4259联络开关线路段
停电用户：伯元村 100号、华刚再生棉加工厂、锦盛

佳坯布织造、蒲利头村、双甸车口、镇北村、中心村
国网如东县供电公司24小时电力服务热线：
84137777、84137666

如东供电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停电通知
（20191105b）

（上紧接第一版）通过重点代表建议意
见督办、听取常委会各类审议意见落
实情况报告等方式，强化过程控制，推
动相关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这次主题教育活动过程中，我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同到我的党建
工作联系点高新区如华村和三桥村
现场调研会商，在充分了解薄弱村需
求和发展瓶颈的基础上，在两个村分
别召开“诸葛亮”会，形成工作备忘，
通过精准项目实施细化工作责任和
跟踪问效，实打实帮助村里解决问
题。三是提高监督工作能力。选准
监督的议题，始终把关注项目建设作
为推动我县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重点围绕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民生
实事、生态环境等重大议题开展工
作，切实把人大工作的成效更好地体
现出来。不断创新监督的方式，几年
来持续对县镇区和人大工委创新工
作进行评选，不断探索改进人大监督
工作的新途径、新措施。

三、以更强的责任担当，切实提升
人大工作实效度

作为人大系统必须要克服程式思
维和懈怠情绪，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
激情，以扎实有效的责任担当，用实效
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认可。一是定
准位。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一
府一委两院”的监督是法律赋予的职
权，是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更好地促进

“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
法。人大和“一府一委两院”的职责不
同，分工不同，但方向相同，目标一致，
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将县委确定的工
作任务协同落实。为此，新时期的人
大工作要坚持正确有效监督的工作定
位，做到监督与支持同步，寓监督于支
持之中，努力做到既不越位，更不缺
位，用心支持“一府一委两院”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二是严履
职。人大作为人民群众的集中代表，
必须把认真履职作为自己的本份。今
年县人大在县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下，对全县“清水绿岸”提质三年行动
开展督查助推。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和
效果导向，对督查助推过程中发现的
矛盾和问题咬住不放，一督到底。针
对季度考核靠后镇区，县人大分别集
中闭环督查和开展“问河长”工作，通
过现场会诊和组织人大代表“问河
长”，进一步触动各级河长压实责任，
相关镇区认真落实督查要求和人大代
表的意见建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
真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三是抓落
实。咬定争当排头兵目标不放松，力
促重点工作推进落地见效。紧紧围绕
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激发全县
人大干部、人大代表的精气神抓落实，
进一步担当作为、融合推进抓落实，进
一步转变作风、求真务实抓落实，努力
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办法在一线产
生，问题在一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
变，成效在一线体现，为我县争当“江
苏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人大
力量。

（上接第一版）此外，新店
镇加强摸底排查，掌握涉
黑涉恶线索，开展“1+2+
5”模式问题线索摸排和
重点整治，通过单位自
查、网格排查、群众举报
等方式进行多渠道、全覆
盖涉黑涉恶线索排查。
截至目前，审核确认问题
线索4条，移交公安机关4
条，打击处理寻衅滋事犯
罪人员5人。

下一步，新店镇将根
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
署要求，积极动员全镇干
部群众参与其中，通过举
报奖励和对举报者保护
等有效方式，实施精准打
击。对摸排出的涉黑涉
恶线索进一步深挖，实行

“一案三查”，坚持对涉黑
涉恶行为高压和“零容
忍”。加大与各部门之间
的相互协作，建立和加强
联动机制，形成全社会对
黑恶势力和社会丑恶现
象的合围之势，确保夺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
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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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 一线落实
为争当“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贡献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