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 1 版冤希望各位
领导尧 各位专家学者积
极交流研究成果袁 发表
真知灼见袁 深化对苏区
历史和苏区精神的研究
阐释袁 加强对赣南红色
文化的宣传推介袁 进一
步讲好红色故事袁 激活
红色基因袁 让红色精神
鼓舞激励我们奋勇前
进遥

研讨会上袁李殿仁尧
石仲泉分别就主题为
野光辉的历史文献要要要
学习习近平主席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冶
野中共百年视域下的共
和国破冰启航之旅要要要
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成立 88 周年冶作主旨报
告曰 部分嘉宾和与会人
员围绕 野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冶野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局部执政的经验
及启示研究冶野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历史成就
及经验冶 等单元话题进
行了研讨交流遥

此前袁 研讨会主办
方面向全国举办了 野人
民 共 和 国 从 这 里 走
来要要要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冶 主题征文袁共
征集论文近百篇袁 入选研讨会论
文集 54 篇遥 研讨会期间袁还特邀
专家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了评
审曰 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党史专
家尧 红色文化传播者等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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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李炳军还来到
大柏地中心小学袁 现场考察实事
助学基金会捐赠和课间免费营养
餐实施情况遥 他强调袁 要精准管
理袁确保食品安全袁全面提升学生
营养健康水平曰 要规范项目资金
管理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袁真正把
实事办好遥

调研中袁李炳军强调袁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
立正确政绩观袁多为群众办实事袁
多让群众得实惠袁 让人民群众过
上好日子曰 要切实转变干部工作
作风袁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袁以
实实在在的成效造福于民尧 取信
于民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野多亏了
林业局干部的帮忙袁 我盼望多年的
林权证终于拿到手了遥 冶近日袁大柏
地乡隘前村村民陈建国拿着刚刚到
手的林权证激动地说道遥

陈建国是大柏地乡隘前村村
民袁家里有不少林地袁但因历史遗留
问题袁这些林地却始终没有林权证袁
这使得陈建国心里始终有一块抹不
去的疙瘩遥他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袁
但都不了了之遥 今年 10 月份袁他来
到林业局反映问题袁 令他没想到的
是袁林业局很快就回应了他的诉求遥
10 月 17 日袁林业局和不动产登记中

心工作人员来到大柏地乡隘前村袁
召集村组干部和陈建国所拥有林地
的四周接界人袁并查验林改资料袁比
对确定四邻界址袁 对陈建国的林地
山场进行了外业勾图袁 完成了印制
颁发林权证的最关键一环遥 两天之
后袁 陈建国顺利拿到了自己盼望多
年的林权证袁一块心疙瘩就此消失遥

因机构改革等
原因袁 林权不动产
办理难一直是群众
反映强烈的 野操心
事尧 烦心事尧 揪心
事冶袁野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袁林业局
将林权不动产证办理难列入群众反
映强烈问题的清单袁并积极配合不动
产登记部门做好外业勾图等技术服
务袁确保不因外业勾图原因而耽误林
农办证袁以实际行动切实解决好群众
的野操心事尧烦心事尧揪心事冶袁获得
了群众的认可遥

本报讯 渊毛远聪 记者钟剑灵冤近
日袁 我市一女子陈某因非法收购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动物虎纹蛙被瑞金法院依法
判处拘役三个月袁缓刑六个月袁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千元遥

经审理查明院2018 年 4 月 22 日凌晨
5 时许袁被告人陈某在未办理野野生动物
经营许可证冶的情况下袁在城南象泽大道
路边袁从一名陌生的老年妇女手中以 13

元购买了 4 只活的蛙类两栖动物袁 随后
带回绵水市场自己卖鱼的摊位袁 将其放
在卖甲鱼的箱子里袁 准备收摊后带回家
食用袁 没想到被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当场
查获遥

经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袁陈
某收购的 4 只蛙类两栖动物渊活体冤为蛙
科尧虎纹蛙属的虎纹蛙袁虎纹蛙列入叶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曳袁为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遥经公诉机关委托袁市司法局对
被告人陈某进行了社会调查袁 并出具了
调查评估意见书袁调查结果院同意对陈某
适用社区矫正遥

瑞金法院认为袁 被告人陈某非法收
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虎纹蛙四只袁
其行为构成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袁
综合其犯罪事实尧 情节尧 社会危害程度
等袁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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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商新业态不断出

新袁一些现场直播尧网红代言
等互联网销售形式受到网友
追捧遥但与此同时袁其中存在
的食品安全尧野刷单冶 等问题
也不容忽视遥对此袁近日国家
相关部门联合开展落实食品
药品安全野四个最严冶要求专
项行动袁相关负责人表示袁电
商第三方平台须切实履行监
管职责袁 并将对涉嫌违反广
告法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遥

媒介形态的演进袁 为数
字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
的大门遥日前发布的叶中国互
联网发展报告 2019曳 指出袁
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
了大量新业态尧 新职业冶袁网
络直播尧 共享经济等数字经
济新模式拉动灵活就业人数
快速增加遥在这一背景下袁许
多没有知名度的普通人袁靠
优质内容创作赢得了关注
度遥 去年野双 11冶袁有网络红
人 创下 3.3 亿 成 交 额 的 纪
录袁某野口红一哥冶5 分钟内
卖掉了 1.5 万支口红遥 数字
经济新趋势袁 改变了传统商
业营销格局袁 让人看到了社
会化营销的新商机遥

网红经济的本质是口碑
经济尧诚信经济袁信用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遥 比
如袁一个特别懂电子产品的野极客冶袁之所以能在
垂直领域建立知名度袁带动产品销量袁关键是其
经得起检验的专业见解遥 但现实中袁一些网红及
其身后的孵化公司袁在流量价值面前打起野如意
算盘冶袁或弄虚作假野刷单冶买粉丝尧买评论袁制造
数据假象袁骗取广告客户信任曰或为劣质商品代
言袁 做一锤子买卖曰 或索性绕过平台点对点交
易袁将交易移到野桌面底下冶袁可能导致消费者权
益受损遥 粉丝没买到合意的产品袁广告客户没买
到承诺的效果袁 伤害了社会化营销这一电子商
务新业态遥 最近袁一位网红直播博主就因为大量
刷假评论尧以虚假阅读量欺骗客户袁被关停了账
号袁 其所属机构也被暂停了旗下所有账号在微
博上的广告投放权限遥

无论是保护新业态发展还是保护消费者权
益袁对出现的问题袁不能听之任之袁而应在规范
的同时加强监管遥 相较于线下门店袁网红直播销
售的即时性袁无疑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遥 这就要
求监管部门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袁 对明确违法
的行为做到野重拳出击冶尧以儆效尤遥 从平台监管
角度看袁 一方面要保护广告客户的知情权和公
平交易权袁 帮助其准确知晓相关账号的流量价
值袁对商业纠纷要建立常态化的处理机制曰另一
方面袁对野买粉冶野刷单冶野假评论冶野卖假货冶等行
为袁也要加大打击力度遥 比起监管部门袁平台凭
借数据优势与管理权限袁 更容易刺破商业欺诈
的面纱袁 理应更深度参与到互联网发展共治中
来遥 只有用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作为保障袁让
人们愿消费尧敢消费袁才能让消费更好地成为经
济增长的压舱石遥

新的电商模式和消费模式袁 正在成为中国
经济的新亮色遥 这背后袁是大量个性化产品对人
们多样化尧个性化需求的满足遥 通过更健康的模
式尧更好的监管袁让新业态尧新供给不断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袁我们就能让更多消费者放心消费袁
促进消费的蛋糕越做越大袁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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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林权证拿到了”

日前袁 工人师傅正在安装东升街
道路两旁路灯遥 近年来袁为提升广大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袁 我市积极筹措
资金袁 完善城乡街区小巷公共设施设
备袁营造和谐温馨宜居城市环境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购买四只蛙 拘役三个月

把红色基因注入
规划建设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