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婺源讯 今年以来 ， 婺源

县已累计实现减税降费

1.44

亿元 ， 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

活力， 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该县出台多项举措确保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 ， 并

明确职责 ， 强化部门协作 ，

着力推进减税降费各项政策

落实落细。 做好“ 金税三期”

系统 、 电子税务局 、 增值税

专用发票管理等系统的升级

调试 。 该县还开设了减税降

费绿色通道 ， 确保纳税人能

快速准确享受优惠政策 。 同

时采取 “ 线上

+

线下 ” 模式 ，

加强减税降费政策宣传 。 针

对自然人退税难点 ， 财税部

门主动与各大银行沟通协调，

简化资料 、 缩短流程 ， 批量

调取纳税人账户 ， 开展税银

一体化退税 ， 实现了纳税人

足不出户 ， 退税红包自动到

账。

（ 张卫国 王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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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改造 8 座危桥方便村民出行

万年讯 “ 这座桥建成近

60

年， 已经很破旧

了，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现在终于拆除重建， 明

年我们就能过安心桥了。”

11

月

6

日， 上汪村村

民李良平老人感慨道。

据了解 ， 上汪桥位于万年县齐埠乡上汪村 ，

于

1961

年建成， 全长

114.4m

、 宽

6.8m

。 该桥年

代久远， 桥体、 桥墩、 基础都存在诸多破损， 经

检测属四类危桥， 现已全部拆除， 搭建新桥已提

上日程。 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万年县相关部门

积极向上级申请， 将该桥纳入危桥改造项目， 落

实项目重建资金， 新建桥梁基本采用预应力砼空

心板桥， 告别老式石拱桥。 目前，

S413

湖锦线的

幸福桥、 信封桥、 港口甲桥、 港口乙桥、 上汪桥

以及

S512

石桐线的椒源桥、 天池桥、 渡港桥等

8

座危桥已正式动工重建。 建成后， 将极大改善车

辆通行能力， 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为确保工程质量， 作为监管部门的万年县公

路分局， 第一时间成立了养护工程项目管理处 ，

多次组织各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召开工地会议 ，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在一线跟进项目， 坚决杜绝监

管人员“ 吃拿卡要” 等行为发生， 力争建成群众

满意的“ 放心工程”、 “ 精品工程”， 为群众安全

出行保驾护航。 （ 胡钱伟 杨琴）

初冬时节 ， 走进玉山县

四股桥乡车头村 ， 处处是渔

村渔趣 ， 处处是新村新景 ，

这个依偎在和平水库之畔的

村庄 ， 充分发挥水生态和渔

文化优势 ， 对大小

9

个池塘

的

13

亩水面进行整治， 对破

旧房屋进行外立面改造 ， 焕

发出勃勃生机。

“ 以前我们村里连条像样

的路都没有， 如今不仅有了平

整的乡村公路， 还在村内建起

了休闲步道。 这一切变化源于

我们抓住了乡村旅游中的一个

‘ 钓’ 鱼之乐。” 车头村党支部

书记廖林忠介绍， 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指引下， 车头秀美乡村

以打造垂钓乡村游为突破口，

投资

650

万元， 挖掘本地乡土

垂钓文化内涵， 以湿地观光、

垂钓休闲、 渔业捕捞、 生态绿

色餐饮为核心产业， 不断提升

乡村旅游附加值， 促进渔业文

化引领乡村现代产业和服务业

发展， 带动百姓在家创业， 打

造了集“ 深休闲、 微度假、 慢

文化、 细体验” 于一体的现代

化特色新农村。

位于车头村田园渔家综合

体核心区域的山清水韵垂钓休

闲度假村， 内设三个国家标准

竞技池， 可同时容纳

240

名参

赛选手， 还设有一个垂钓休闲

池塘供广大垂钓爱好者休闲娱

乐 。 自营运以来 ， 度假村主

办 、 承办各类赛事

20

余场 ，

成功举办了 “ 化氏杯 ”

2018

中华垂钓大赛玉山选拔赛， 来

自浙江、 安徽、 上海、 山东等

8

省市的

186

名钓鱼高手参加

比赛。 选手对垂钓休闲度假村

软、 硬件设施给予一致好评。

该度假村不仅为车头村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 前来垂钓休

闲的人气也为农民致富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下一步， 我们度假村计

划以生态养殖为基础， 结合和

平水库打造千亩生态养殖区，

以休闲观光、 垂钓为平台， 发

展水上乐园等功能项目。” 度

假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度假村

将致力以渔趣文化为核心， 做

到产 、 供 、 销联动 ， 打造集

吃、 住、 购、 游、 娱为一体的

大型综合休闲度假村， 带动车

头村整村扶贫产业发展， 使其

成为一个以渔业为特色的秀美

乡村。

（ 吴德强）

泛滥成灾还难以关闭，弹窗广告不能乱弹琴

信 江 时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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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江）

垂钓 “钓 ”出大产业

玉山讯 近日 ， 黄家驷学

生工作室 、 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黄家驷医院医疗技术

协作中心在玉山县黄家驷医

院正式成立 ， 标志着玉山县

在推进产学研合作 、 引进聚

集高层次人才方面又搭建了

新平台。

两大医疗人才工作室的

成立将促进黄家驷医院联合

全国重点医院共同打造学术

交流 、 科研创新平台 ， 进一

步拓宽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渠

道， 充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

将在人才培养 、 学科建设 、

科研带教等方面对玉山医疗

卫生事业进行帮扶和指导 ，

进一步提升玉山医疗的综合

实力和整体服务能力 ， 不断

提高该县医院的技术创新能

力和医疗诊疗水平 ， 真正造

福玉山百姓。 （ 吴德强）

“江西好人故事会 ”走进鄱阳

鄱阳讯

11

月

9

日， 鄱阳

县古县渡镇古北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内人头攒动 ，

2019

年

“ 好人帮好人”系列公益活动之

江西好人故事会走进文明实践

中心首场在这里举行。“ 中国好

人”胡剑峰、江西省道德模范李

来顺受邀到现场讲述自身的故

事 ，

200

多位周边村民自发地

聚集聆听这场充满正能量的故

事会。

江西好人故事会通过好人

开讲、嘉宾演讲、现场访谈互动

以及本土移风易俗的特色节

目，用有血有肉、接地气、有温

度的榜样模范， 引导人们以更

高的道德标准对待社会、 对待

他人、对待工作、对待家庭、对

待自己， 引起了村民们的热烈

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 两位好

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真善美，

他们就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

鲜活‘ 名片’。 我们要学习好人

助人为乐、敬业奉献的精神，把

这些美德传递下去。 ”

（ 段和平）

婺源累计实现减税降费 1.44 亿元

余干讯 余干县聚焦农村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突出问题，采取“ 量力而行、试

点先行”办法，在杨埠镇河埠村、江埠乡

石溪村探索推行党支部引领下的“ 党

建

+

幸福食堂”， 确保农村留守老人一

日三餐有人管、身体不适有人问、紧急

情况有人帮、日常生活有保障。

杨埠镇河埠村对村里留守老人情

况进行调查摸底后， 让

12

位有意愿的

老人每月缴纳

300

元，到河埠公社食堂

解决一日三餐，破解了他们无人照料的

“ 吃饭难”问题。该做法得到了群众的一

致点赞，大家纷纷表示，村里建起了食

堂，家庭有签约医生，老人家聚在一起，

可以颐养天年了，这都是党和政府好政

策的红利。

江埠乡石溪村党支部设立了幸福

食堂，由村两委干部负责买菜，并付工

资请村民做饭，推行“

70

岁以上老人每

天

10

元、

80

岁以上老人每天

5

元 、

90

岁以上老人免费”的用餐标准。自

10

月

15

日运行以来， 已有

7

名老人固定在

幸福食堂用餐。为了让幸福食堂长久办

下去，该村乡贤在村“ 党员之家”微信群

自发捐款

1.3

万余元。 村党支部书记张

恩辉说：“ 幸福食堂既解决了村里长者

的吃饭难问题， 又提升了党支部的威

信。今后，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

坚持办下去。 ”

（ 张强红 张德昌）

万年

三方共同出资方式防治地质灾害

万年讯 万年县灵活运用多种

出资方式， 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治理，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截至目

前， 多方出资

100

多万元治理地质

灾害隐患点

10

余处，为

100

余户农

户消除隐患。

万年县地处湖滨地带， 小型地

质灾害时有发生。 经摸底排查并登

记造册， 全县已查明在山坡下建房

户共

398

处，列入省、县、乡三级监

控的重要灾害隐患点共

24

处。针对

小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该县积极

与各乡镇沟通，由县自然资源部门、

乡镇与受灾居民共同出资进行治

理。近年来，该县自然资源局与各有

关乡镇政府、 隐患点群众出资

100

多万元，采取工程降坡治理的办法，

为青云镇、汪家乡、苏桥乡消除地质

隐患点

10

多处，受到了各方的支持

和称赞。

近日， 该县大源镇港道村山体

滑坡治理工程开工。该村依山而建，

居民密集，山体曾出现裂缝，村民多

次在大雨中被当地政府紧急转移，

躲避地质灾害的威胁。 该村积极争

取到了国家特大型地质灾害防治项

目资金，经省自然资源厅批复同意，

采取“ 削坡

+

锚杆格构

+

分流积水”

的方式建设， 彻底消除该村地质灾

害隐患。 （ 张新涛）

余干

让 农 村 老 人 生 活 更 安 稳

筹资修村道

连日来， 婺源县

紫阳镇源头村正在加

紧修建村落道路 ，铺

设地下涵管， 更换老

旧自来水管， 并预埋

天然气管道。 为彻底

改变过去污水横流的

现象， 提升区域内的

人居环境质量， 此次

道路改造除争取到项

目资金外， 村民们还

自行筹集了部分资

金。

汪稳生 吴进开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