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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市行政执法局

云山中队执法队员在巡查中发现，

有一装修工人偷偷将建筑垃圾倾

倒在枣树百子村拆迁地块。

执法队员当即进行制止， 并

要求当事人自行清理。 同时， 对

该起随意倾倒建筑垃圾行为进行

处罚。

通讯员 徐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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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市行政执法局

兰江中队接到市民反映， 称尚品

居工地北侧围墙外放置大型工程

机器， 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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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截至 11 月 26

日， 第二批对 10 省份的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均已完

成下沉督察任务， 目前各地有

1122 人被问责。 督察组向社会公

开曝光了 17起典型案例。

这 10 个省份是山西、 辽宁、

吉林、 安徽、 山东、 湖北、 湖南、

四川、 贵州、 陕西。 生态环境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沉督察阶段，

各督察组通过深入现场， 聚焦督

察重点， 坚决查处敷衍整改、 表

面整改、 假装整改和 “一刀切”

等督察整改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问题。 督察组陆续

公开 17起地方整改不力甚至 “一

刀切” 的典型案例， 传导督察压

力， 推动整改落实。

截至 11 月 26 日晚， 督察组

共收到群众信访举报 36031 件，

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 累计向被

督察地区交办转办 26857 件。 地

方已完成查处 10986 件， 其中立

案处罚 1741家， 罚款 12389.45万

元； 立案侦查 99 件， 拘留 66 人；

约谈 1153人， 问责 1122人。

目前， 各督察组已进入第三

阶段督察， 梳理情况， 整理案卷，

并开展必要的补充调查取证。 同

时， 督察组继续受理人民群众生

态环境问题信访举报， 并针对突

出问题或重复举报较多问题开展

抽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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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28 日， 中国消

费者协会发布 《100 款 App 个人信

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报告》。 报

告显示， 100 款 App 中， 多达 91

款 App 列出的权限存在涉嫌 “越

界”， 即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

息的问题。 综合评分中， 金融理财

类 App 评分较低， 只有 28.91 分。

在综合星级评定中， 爱抢购、 翼支

付、 E 代价、 同花顺、 百程旅行、

139邮箱等 App的表现只有一星。

据中消协介绍， App 个人信息

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活动于今年 8

月到 10 月展开， 由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本次被测评的包括 10 类 （通讯社

交、 影音播放、 网上购物、 交易支

付、 出行导航、 金融理财、 旅游住

宿、 新闻阅读、 邮箱云盘和拍摄美

化） 共 100 款 App。 所有被测评

App 都是在 9 月 1 日到 3 日期间从

App Store、 安卓市场下载的， 同

时对 App的用户协议、 隐私政策进

行了录屏取证。

测评结果显示， “位置信息”、

“通讯录信息” 和 “手机号码” 等

三种个人信息是过度收集或使用个

人信息最常见的内容。 100 款 App

中， 59 款涉嫌过度收集了 “位置

信息”， 过度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

的情况较多。 除此之外， 用户的个

人照片、 个人财产信息、 生物识别

信息、 工作信息、 交易账号信息、

交易记录、 上网浏览记录、 教育信

息、 车辆信息以及短信信息等均存

在被过度使用或收集的现象。

测评发现， 通讯社交和影音播

放类 App收集定位信息的问题更为

突出， 分别有 10 款和 9 款 App 涉

嫌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位置信息的现

象。 例如： 咪咕视频。

中消协表示， 针对本次测评活

动中发现的典型问题， 将约谈劝谕

相关 App开发管理者， 督促企业整

改提高。

中消协发布 100款 App测评结果 超九成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第二批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回头看”已问责

千余人、曝光 17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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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28 日在湖南

花垣县召开的 “发现花垣” 电商

扶贫论坛上传来消息： 明年开始，

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将组织联盟单

位开展多样性的帮扶活动， 不断

吸纳具有行业特点、 地域优势、

诚信可靠、 扶贫优先的电商充实

联盟队伍。

联盟自今年 8月 2日成立以

中国电商扶贫联盟

将为贫困地区农产品

搭建产销对接桥梁

来， 成员单位与首批推荐帮扶企

业超过 200 家， 发布入住产品数

量近 6000 种， 销售额累计近 1.5

亿元， 覆盖贫困户 4000余户。 联

盟由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阿里巴巴等 18家单位联合在京发

起成立， 致力于挖掘贫困地区优

质农特产品， 帮助其打造品牌，

促进产销对接， 助推贫困地区农

特产品生产与加工的转型升级，

以此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2007 年成立于北京， 是由民建中

央倡议发起并负责日常管理的全

国性公募基金会。

“各联盟单位通过原产地优

先直采、 减免开店费用和媒体宣

传等方式， 开通绿色通道把贫困

地区优质的农特产品快速高效对

接各电商平台。 目前， 联盟所属

15 家电商平台已完成对 340 个贫

困县、 414 家企业、 近 6000 个产

品的认领工作。” 中国电商扶贫

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陶鸣说。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将

于 12月 18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

“首届中国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

品牌推介洽谈会”， 为贫困地区

农产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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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经各单位自

愿申报、 科技管理部门推荐、 形

式审查、 实地考察和组织答辩，

根据专家意见， 浙江省科技厅认

定新禾联创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31

家单位为 2018年度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 兰溪市科技企业创业服

务中心入选其中。

兰溪市科技企业创业服务中

心成立于 2013年 9月， 作为全市

科技企业孵化园的运营机构， 拥

有孵化建筑面积 6 万多平方米。

近年来， 该中心不断建立健全

“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的孵化链条， 完善园区服务功

能。 目前， 该中心共为园区近 40

家企业提供相关科技孵化服务。

据了解，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

新增一家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培育和扶植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

服务机构， 通过为新创办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

设施， 提供一系列服务支持， 降

低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

提高创业成功率， 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 帮助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

业成长与发展， 培养成功的企业

和企业家。

记者 姜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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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人民群众

防范非法集资意识和能力， 近日，

兰溪农商银行 “三加强” 开展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

加强员工教育。

该行加强对员

工的培训教育， 向全体员工宣传解

读有关法律和政策， 要求其依法依

规开展业务， 合法使用客户信息，

提高从业人员主动防范非法集资风

险的意识和能力， 实现银行员工教

育全覆盖。

加强网点宣传。

该行一方面在

全行 40 多个网点营业大厅摆放宣

传折页， 在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

宣传内容， 同时由大堂引导员及大

堂经理向客户进行宣传， 接受群众

现场咨询， 实现营业网点宣传全覆

盖。 另一方面， 该行要求临柜人员

在办理业务过程中， 对客户做好风

险警示， 介绍非法集资的特征、 表

现形式和常见手段， 实现营业时间

提示全覆盖。

加强集中宣传。

该行组织业务

骨干对拆迁户集中区域、 村老年协

会等非法集资易发高发场所开展集

中宣传， 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主动

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力。

记者 赵红霞

通讯员 钟以通 徐 琳

农商银行“三加强”全力开展“防非”宣传

定期存款

（整存整取）

人民银行

基准利率

执行利率 上浮比例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1.10

1.30

1.50

2.10

2.75

1.573

1.859

2.145

3.003

3.9325

43%

43%

43%

43%

43%

兰溪农商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表

大额存单 个人 单位

期限

基准利率

%

执行利率

%

上浮比例

3

个月

1.10%

1.705%

55%

6

个月

1.30%

2.015%

55%

1

年

1.50%

2.325%

55%

3

年

2.75%

4.2625%

55%

3

个月

1.10%

1.705%

55%

6

个月

1.30%

2.015%

55%

1

年

1.50%

2.325%

55%

认购渠道：银行柜面

认购起点：个人

20

万元起，机构

1000

万元起

（单位： 年利率

%

）

一样的存款，兰溪农商银行给您更高上浮利率。

清算公告

兰溪市合欢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经

研究决定申请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兰溪市合欢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如果您对我们的广告产品有

任何疑问或意见，

我们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E

：

lxljdb@126.com

请 拨

8 8 8 9 9 6 7 1

这里是 广告中心

您好，

周日至周五，

8

：

30

到

17

：

30

，

每天

8

小时随时为您服务。

讣 告

慈父张一忠，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1

时

50

分在兰溪市人民医院不幸逝

世，享年

90

岁。

为沉痛悼念慈父张一忠， 兹定于

2018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上午在兰溪市殡仪馆举行

张一忠遗体告别仪式，敬请张一忠生前亲朋好

友届时前往参加，

12

月

2

日上午

6

时

30

分在

云山小区集中乘车。

长子：张维华

次子：张晓华

三子：张振华

长女：张苏华

次女：张军华

及儿媳、女婿、晚辈

泣 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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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局近日发文，

要求各医疗卫生单位、 民营医院

积极报送涉黑涉恶线索， 推动全

市 “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深入开

展， 保障平安医院建设。

该局要求， 若遇扰乱医院正

常工作秩序， 殴打、 威胁医务人

员的涉黑涉恶行为； 借医疗纠纷

或医疗事故对医院敲诈勒索、 寻

衅滋事的涉黑涉恶行为； 到医院

急诊科就诊的可疑人员 （重点是

隐瞒身份、 刀棍伤等人员） 等，

应第一时间告知辖区派出所或打

110报警， 由公安部门甄别处置。

通讯员 赵志铨

卫计局加强“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线索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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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市路政大队城

北中队在香溪镇博丰矿产公司开

展非现场执法宣传活动。

宣传人员在现场向企业主、

货运驾驶员发放非现场执法流程

图、 治超宣传单。 据介绍， 当货

路政大队宣传

非现场执法

运车辆路过兰江街道应家、 黄湓

大桥、 上华街道下龚等地段的动

态自动称重区域时， 市公路段会

通过电子称重设备测出货运车辆

在行驶过程中的车货总重， 判断

车辆是否符合车辆超限超载认定

标准， 安装在公路上的电子显示

屏会用红色字体实时显示车辆牌

照号以及其是否超限超载。 未超

限超载的车辆可继续正常行驶，

超限超载车辆需要主动到就近指

定卸载场卸载， 消除违法行为。

记者 沈冰珂 通讯员 金 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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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城投集团绿化公司

组织工人， 对城区主要道路的行

道树进行 “瘦身减压”。 据了解，

冬季树木由生长期转入休眠期 ，

通过修剪， 不仅可以均衡树木水

分， 还可有效减少病虫害。

记者

王 萍

摄

修剪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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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下午， 市

环卫处接到市民来电， 称在李渔

路紫金嘉苑小区大门口的路面上

有近百米油污， 已有市民不小心

摔倒。

市环卫处立即联系净城环卫

服务有限公司， 组织 4 名环卫工

人， 带上警示牌、 锯末、 洗衣粉

等赶往现场清理。

在清理现场， 大家齐心协力，

撒锯末、 清油污， 用了不到一小

时， 就把油污清理干净。 接着利

用洒水车对地面进一步清洗， 消

除安全隐患。

记者 沈冰珂 通讯员 戴汉卫

路面现近百米油污

环卫工人及时处理

严管工地周边环境

� � � �接到反映后， 该中队执法队

员立即前往现场进行调查， 发现

该处确实放置有一台空气压缩机，

并产生噪音影响。 执法队员遂联

系工地负责人， 要求其停止该机

器的运作， 并搬至工地范围内。

工地负责人同时表示， 愿意配合

中队工作， 并承诺施工中将对周

边居民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通讯员 章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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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市行政执法局上华中队

在前期集镇整治基础上， 开展查漏

补缺 “回头看” 行动。 针对个别路

段出店经营、 流动猪肉摊屡劝不

改等问题， 该中队执法队员对其

教育劝导， 现场指导集中整改。

记者

赵红霞

通讯员

许雯佳

摄

集镇整治“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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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市智慧城管中心召集

采集员对城区主要干道两侧的线

缆开展大巡查， 及时清理无产权

或已废弃的线缆。 据统计， 此次

专项行动共清理废弃线缆

16

处，

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通讯员

吴翩翩

摄

集中清理废旧线缆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