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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

2万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 9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随着春节临近，肉类
消费逐渐进入旺季。为切
实增加节日期间肉类市场
供应，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
开展了第六批投放中央储
备冻猪肉2万吨的工作。

本报讯 近一两年，“直播
带货”成为最火的新型购物模
式，不少消费者选择在快手、抖
音等直播平台上购物。江苏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最
新发布的2019年消费投诉分
析显示，社交平台直播购物问
题频发，2019年江苏全省涉及
直播购物问题的投诉达到986
件，成为新型投诉热点。

据报道，消费者杨先生
2019 年 10 月 20 日通过某直
播平台在江苏南通市某床上

用品公司买了床鹅绒被，商家
宣传 100%鹅绒填充，面料是
全棉防雨布。但收货后却发现
面料是 100%化纤布，填充物
是纯垃圾棉。南通市消协接诉
后，通过直播平台找到了商家
客服人员。经多次调解，商家
同意消费者的退货退款诉求。

江苏省消保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直播购物投诉的问题
多集中在产品质量货不对板、
卖家毁约不发货或延迟发货、
消费者获取经营者及商品信息

受限等方面。由于消费纠纷多
牵涉异地商家，地区跨度大，消
费者举证难，维权成本高。

江苏省消保委发出消费
提示，消费者在社交平台直播
购物时，应先了解所购产品质
量价格情况，不要相信绝对化
用语的广告宣传，不被明显低
价所误导。多关注第三方平
台及相关经营者资质和信用，
理性消费，避免盲目选购、冲动
消费，防范低价劣质、高价仿冒
等陷阱。（摘编自《新快报》）

直播购物成新型消费投诉热点

本报讯 近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透露，近期将开
通网上信访平台，称网上信访
将成为人大信访工作的主渠
道。据悉，网上信访平台开通
后，信访人通过“中国人大网”
进行注册登录，即可提交信访
内容。

早在 2014 年，国家信访
局就着手建立全国网上信访
信息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基
本实现国家、省、市、县、乡五级

互联互通。除信访系统内全
面开通网上信访渠道外，近年
来，多个部委都明确在官网标
明并开通网上信访渠道，包括
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退
役军人事务部、民政部、财政
部、应急管理部等。还有一些
政府网站虽未明确“网上信
访”字样，但在网站上标明了

“公众信箱”“投诉建议”等，以
实现群众信访网上受理、办
理、答复。

目 前 ，
网上信访已
成为信访主
渠 道 ，部 分
省份网上信

访量占总体信访量 7 成以上。
近年来，网上信访也在不断向

“掌上信访”转变，国家信访局
曾相继开通手机信访平台和
微信公众号，以更方便快捷地
接受群众信访诉求。根据国
家信访局印发的《依法分类处
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
对收到的信访诉求，应当在
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中予以登
记，甄别处理，对信访诉求须
在 15 日内直接或者通过下级
信访工作机构转送、交办至有
权处理机关，并告知信访人转
送、交办去向。（摘编自《南方都
市报》）

全国人大将开通网上信访平台

■国际速读

哈里王子夫妇有意淡
出英王室 哈里王子及妻子
梅根·马克尔8日通过社交
媒体宣布，“我们打算不再
履行王室核心成员的职
责”。并且，这个小家庭还
将致力于实现“财务独立”。
英媒形容，哈里夫妇此举无
异于“引爆核弹”，不仅令其
他家族成员“很受伤”，更让
王室想起1936年的“可怕”
回忆——“不爱江山爱美
人”的爱德华八世宣布退
位。（摘编自《新民晚报》）

加拿大想加入坠机调
查有点难 加拿大总理贾斯
廷·特鲁多日前表示，在伊
朗境内坠毁的乌克兰客机
遇难乘客中有 138 人准备
转机前往加拿大；加方需要

“答案”，正在争取参与伊朗
主导的失事原因调查。只
是，政治因素可能阻碍协
作。2012年9月，加拿大政
府以伊朗推进核计划、反以
色列和向叙利亚政府输送武
器为由，宣布中止和伊朗的
外交关系，双方关系至今未
恢复。（摘编自《新闻晨报》）

●1 月 10 日，在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
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与国
际数值天气预报理论的奠
基人之一曾庆存荣获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截至目
前，共有33位科学家获此
殊荣，他们获奖时平均年
龄为 84.2 岁，获奖时年龄
80 岁（含）至 89 岁的“80
后”科学家共有 18 人，占
这一奖项获奖人数的近 6
成。（摘编自《羊城晚报》）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
法院日前对被告单位权健
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及被告人束昱辉等 12
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
案依法公开宣判，认定被
告单位权健公司及被告人
束昱辉等 12 人均构成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
判处被告单位权健公司罚
金人民币一亿元，判处被
告人束昱辉有期徒刑九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
万元；对其他11名被告人
分别判处三年至六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
国库。被告人束昱辉当庭
表示认罪服法。（摘编自

《每日新报》）

●8日，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发布“e 租宝”
案首次资金清退公告，将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对在

“e 租宝”和“芝麻金融”网
络平台参与集资且已经
参加信息核实登记的受
损集资参与人进行资金
清退。公告具体内容请
关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官网（http：//bj1zy.
chinacourt.gov.cn/index.
shtml）、微博或微信公众
号。（摘编自《北京晚报》）

江西鹰潭市余江区人民
法院近日一审公开宣判：“刘家
老年协会”恶势力犯罪集团首
犯刘某发涉嫌敲诈勒索、寻衅
滋事等5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
刑 16 年，其余 18 名成员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6 个月
至1年不等。

宗族势力猖獗的产物

此次获刑的 19 人中，年
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68岁，
平均年龄 79 岁，都来自鹰潭
余江区的刘垦场地区。刘姓
是当地的大宗族，刘垦场刘姓
共有 7 个自然村，3000 余人
口。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
当地党委有时开展工作必须
考虑宗族势力，一些政策、决
定得不到落实，导致群众对场
党委缺乏信任，有事不请政府，

而是请宗族势力出面摆平。
“刘家老年协会”正是当地

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警方
的调查显示，2002 年开始，以
刘某发为首的刘姓老人，打着

“刘家老年协会”的幌子，以维
护刘姓祖业为由，长期在刘垦
场地区充当“地下出警队”“地
下调解队”“地下医闹队”等角
色，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聚众斗殴、聚众冲击国家机关、
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

作威作福拉帮结派

据报道，“刘家老年协会”
频频插手经济、政治、民生各个
领域，并从中获利，当地人“谈
刘色变”，顾虑重重，不敢站出
来举报。有一位被害群众，被
车撞伤后住院治疗。肇事司机
为了少出点赔偿费，便请“刘家

老年协会”成员出面摆平。“刘
家老年协会”成员得到好处以
后，一大群人跑到医院打横幅
闹事，迫使被害人出院。事后，
他们还散布谣言说被害人得了
性病。被害人有口难辩，至今
仍心有余悸。

多年来，诸如此类的行径，
“刘家老年协会”成员可谓驾轻
就熟。不仅如此，派出所调解
结束的案件，必须“刘家老年协
会”再次调解才算结案。居民
建房、单位搬迁，政府批准了还
必须向“刘家老年协会”交纳一
定的祖业费才能动工。近年
来，“刘家老年协会”还利诱拉拢
刘某国为首的本村干部一起敲
诈勒索，互相勾结，相互利用。

民警感叹“在刀尖上办案”

随着中央部署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在中央督导组
的督办下，鹰潭警方专案组以
刘家2017年一起医疗事故引
发的敲诈勒索案为突破口，经
过缜密调查，深挖出24条有效
犯罪线索，于2019年春节前夕
刑拘并逮捕了“刘家老年协会”
主要成员11人。

“最大的压力，就是涉案人
员年龄大、体弱多病，办案途中
如果出现意外，就有可能前功
尽弃。”谈及办案过程，一位民
警道出了当时的忧虑。“感觉每
天就像在刀尖上办案，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据其介绍，团伙
骨干成员刘香某身患严重疾
病，落网后被取保候审。由于
案件需要，必须指认案发现
场。为防止意外发生，民警不
得不联系救护车紧随现场。（摘
编自《鹰潭日报》）

涉恶“老年协会”成员均龄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