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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电话烦不胜烦袁相信大多数
人都深有体会遥 近日袁有记者野卧底冶
骚扰电话源头企业袁发现每天有大量
骚扰电话从这里打出袁成千上万条含
有个人姓名尧住址尧工作单位等详细
信息的野文件冶在大量微信群内野裸
晒冶袁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一条地
下黑色产业链遥

这几年袁骚扰电话治理已成为民
生关切遥 去年 8月袁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十三部门专门印发叶综合整治骚扰
电话专项行动方案曳袁决定自 2018年
7月起至 2019年 12月底袁 在全国开
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遥随着

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袁骚扰电话给人造
成的烦恼大大减少袁那些骚扰者也得
到了应有惩罚遥

然而袁彻底整治这一现象袁仍面
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遥 其中之
一袁 便涉及对 野黑色产业链冶 的打
击遥 尽管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袁一天
拨打成百上千个骚扰电话袁并非难
事遥 但每一通电话要能找到目标尧
骗人野上套冶袁这一通操作靠一个人
可完成不来遥 分布在野黑色产业链冶
上的各个角色袁有非法买卖个人信
息的企业或个人尧有开发电话骚扰
程序的企业尧有实施电话骚扰的企

业袁更包括有意无意监管缺位的运
营商等遥

这也说明袁治理骚扰电话袁单靠
一个部门远远不够遥 确保专项行动
取得扎实成效袁 就得从这些最棘
手尧最复杂的问题着手袁形成社会
各方相互配合的机制遥 比如袁运营
商可利用云计算尧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袁加强数据共享能力建设袁提升
骚扰电话识别和拦截能力遥 再比
如袁对骚扰者及受益商家的处罚要
从重从严袁通过霹雳手段落实个人
信息安全保护制度袁在源头上打击
骚扰电话现象遥 子名

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整合红白理事会尧文艺宣传队等公益组织力量袁针对群众
迫切需求的愿望和实际袁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尧巾帼志愿服务队尧文化志愿服务队尧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尧惠农政策宣讲队等 5个实践队伍袁进一步增强文明实践站的志愿服务能力遥图为志愿者们热情服
务来访客人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大柏地村整合文化培训室尧
野青年之家冶尧 健身广场尧 农家书
屋尧乡村大舞台尧孝老食堂等资源
袁建成集理论宣传尧教育健身尧文
化传承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平
台曰 中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细
下坝分站充分利用宗祠的闲置空
间袁建起内设集宣讲室尧阅览室尧
活动室尧 孝心食堂等场所的公益
性文化实践站曰 山岐村利用闲置
保障房建设居家养老中心袁 为老
人们打造了一个温馨的生活港湾
噎噎在近日我市举行的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流动现场会上袁 我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渊所尧站冤建设
亮点纷呈袁成效初显遥

近年来袁 我市按照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与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尧

村渊社区冤便民服务中心野三合一冶
融合打造的工作思路袁 大力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渊所 尧
站冤建设袁建成文明实践中心 1
个尧 实践所 17 个尧 实践站 259
个遥 文明实践中心渊所尧站冤已成
为周边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尧
政策学习的好阵地尧成风化人的
好场所遥

记者了解到袁这些站所中袁已
成为赣州市文明实践站示范点的
有 18个尧 成为省级示范点的有 5
个遥 我市村级志愿服务尧壬田镇中
潭村志愿服务尧 泽覃乡安治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经验入
选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的典型案例遥 在安治村袁 记者看
到袁该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袁融合

红色尧畲族尧道德新风尧文明典型
等元素袁 成功打造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袁 成为当地乡风文明的催化
地和传播地遥

与此同时袁 我市凝聚各方力
量纵深推进文明创建工作遥目前袁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2018 年
度测评成绩进入全省第一方阵袁
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成绩位列全
赣州市第 3位遥 野两城同创冶市民
知晓率尧支持率稳步提升袁推动
43 个网格区形成常态化工作机
制遥 12个单位获评第十五届省级
文明单位袁瑞林镇和壬田中潭村
分别获评第六届省级文明镇 尧
村遥 市公安局民警徐东华评为 7
月份野中国好人冶和第 3 期野江西
好人冶遥

参天古树掩映之
下袁一座八角形建筑静
静矗立遥 这里就是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大礼堂旧址袁第
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会址遥 1996年 9月
20日袁江泽民同志来瑞
金袁 参观大礼堂时袁把
它称为院野当年的人民
大会堂冶遥

1933年春袁临时中
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
洲坝袁为了解决大型集
会的场所袁尤其是为准
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袁临时中
央政府决定建造大礼
堂遥

经过充分酝酿和
周密策划袁临时中央政
府决定由对设计有很
高造诣的钱壮飞担任
工程设计袁总务厅主任
袁福钦负责工程的施
工指挥袁 并在江西尧福
建选调了 400 多名建
筑工人袁而工会组织则
全力以赴组织原材料
和生活用品的供应遥 大
礼堂于 1933年 8月 1日渊也就是建军节纪念
日冤破土动工遥

大礼堂坐北朝南袁 占地面积 1500平方
米袁其造型为 8个角袁从高空俯视袁犹如一顶
红军的八角帽遥 大礼堂的门首上方嵌有苏区
野秀才冶黄亚光书写和设计的野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冶14个楷书红色浮雕大字
和地球仪袁整座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遥大礼
堂内共有 10根圆柱袁 支撑着整个楼房和屋
顶袁楼面成回廊式袁并立有阶梯式楼座袁楼下
成半圆形排列着五人长凳袁 整个礼堂可容纳
2000多人遥 大礼堂有三个特点院一是视线非
常好袁在楼上尧楼下每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
台曰二是大礼堂的回音效果很好袁在主席台讲
话不用麦克风大家也可以听得清楚曰 三是门
窗特别多袁 大礼堂四周共有 17道双合扇大
门袁四十一扇窗户袁便于人员疏散尧通风和采
光袁而且从安全角度考虑袁大礼堂完工后在后
侧修建了可容纳 2000多人的防空洞遥

1934年 1月 22日至 2月 1日袁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遥 参加大
会的正式代表 693名袁候补代表 83名袁旁听
代表 1500名袁毛泽东为大会致了开幕词遥 大
会期间袁 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作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袁叶毛
泽东选集曳第一卷中叶关心群众生活袁注意工
作方法曳尧叶我们的经济政策曳这两篇文章就是
从这个报告中节录下来的袁在这个报告中袁毛
泽东同志也第一次提出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冶
的重要思想遥

2月 3日袁 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
次会议袁 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袁人民委员会由张闻天任主席遥人民委员
会的组成部门在原有九部一局的基础上袁增
加了国民经济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遥

野二苏冶大会结束后袁在大礼堂还召开了
许多重要会议遥 如 1934年 2月袁在这里召开
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袁
会上袁首次提出野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冶的
著名论断遥

1934年 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袁国民党军
队卷土重来袁下令拆除大礼堂袁大礼堂仅存残
垣断壁遥 1956年袁我市按照礼堂原貌对大礼
堂进行修复袁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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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徐徐吹
要要要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渊所尧站冤建设素描

阴本报记者袁南军

治骚扰电话关键要斩断“黑产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