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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看天下

珠海市金湾区优泰助农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3FGMF7H，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原来62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变更登记。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珠 海 市 领 航 投 资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400096432835B）注 册
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根据
股东会决议，珠海市领航投
资有限公司通过存续方式分
立，珠海市领航投资有限公
司存续(注册资本人民币275
万元)，新设珠海市裕恒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 万元），新设珠海市裕丰
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100万元）。分立前的债权
债务由珠海市领航投资有限公

司承担。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
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公司
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
此公告。

联系人：梁海莹；联系电
话 ：0756- 8596315；联系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南福路
99号。

珠海市领航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9日

公司分立公告
监测整治。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杭州 11 月 8
日电“双十一”将近，许多消
费者的短信收件箱里“塞”满
了形形色色的广告短信，连
番的“短信轰炸”令用户不堪
其扰。“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这些密集的推送，大多
是通过短信群发平台进行
的，1000元可发约两万条。

■消费者一天收20多
条广告短信

杭州市民王女士最近非
常烦恼。她向记者展示了进
入11月以来一个多礼拜收
到的短信，从“降价”“领券”
再到“赠礼”，各种商家广告
内容应接不暇，几乎全与“双
十一”促销有关。

消费者吴森告诉记者，
从半个月前开始，他的手机
就收到各种促销短信，最多
一天收到了20多条。“这些
广告短信常常把重要的短信
层层覆盖，特别耽误事儿。”

一位电商内部人士告诉
记者，现在商家都有消费者
的手机号码，在重要促销节
点，发送广告短信往往成为
必选项。

■推送成本低 退订很麻烦

奇安信网络安全研究中
心主任裴智勇介绍，商家发
送广告短信使用的手机号等
个人信息，有些是商家自己
收集积累的，有些是其他机

构倒卖的。商家发送广告短
信，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直接找运营商发送，另一种
是通过中介或代理公司发
送，后者更常见。

记者了解到，这些密集
的短信推送，很多都是通过
短信群发平台进行的。在网
上搜索相应关键词，能找到
许多短信群发平台。一家名
为“你我时光”店铺的客服，
给出100元1852条、500元
10205条、1000元20833条
的价目表，相比正常的短信
资费便宜很多。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特聘专家陈威说，退订一家
商户的广告短信比较容易操
作，但如今发送广告短信的
商户很多，一一退订就比较
麻烦。

■未经同意就发广告违法

针对广告短信退订难的
问题，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湘南认为，应该让消
费者有前置选择权。“也就是
说，商家得先请求，用户同意
才能发；用户不回复视作不
同意，不能发。”

业内人士认为，广告短
信满天飞，反映了一些商家
法律意识淡薄，不尊重消费
者对信息的自主选择权。

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
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
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对违反规定的，可处5000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但实际上，很多商家群发
广告短信的行为并未被处罚。

1000元可发两万来条

广告短信轰炸谁来管 日本政府8日发布数据，显
示家庭消费支出9月同比增长
9.5%，主要原因包括民众赶在
消费税率再次上调前突击花钱。

总务省发布的家计调查报
告显示，去除价格变动因素，2
人及以上家庭9月实际消费支
出30.6万日元（约合1.9万元人
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5%，
连续10个月增加，幅度为2001
年有可比较数据以来最大。

日本10月1日再次上调消
费税率，从 8%至 10%。这是
2014年4月以来日本第二次提
高消费税率。上一次税率从
5%调升至8%，同样引发突击花
钱潮，2014年 3月家庭消费支
出增长率为7.2%。

最新消费支出数据显示，
10个消费类别中，9个增长。用

于冰箱、空调等家庭用品的支出
增长60.3%，服装及鞋类消费增
长 15.9%；医疗保健消费增长
26.3%；用于通勤车票、手机等
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增长15.4%；
用于休闲娱乐的支出增长
10.8%。

共同社援引总务省一名官
员的话报道，今年9月家庭消费
增幅大，缘于税率上调，同时关
联去年9月消费受到自然灾害
影响。

个人消费占日本经济比重
大约六成，上调消费税率是敏感
话题。日本1997年和2014年
上调消费税率后都发生经济衰
退。2014年调税后，首相安倍
晋三领导的政府两次推迟再度
上调，源于担心经济遭受打击。

（据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上调消费税

民众突击花钱创纪录

短信轰炸。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天津 11 月 8
日电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
处理中心近期开展电商平台
整治行动，发现十款电商平
台App存在隐私不合规行
为，违反《网络安全法》相关
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
隐私信息。

这些违法、违规移动应
用具体如下：

1.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
人隐私信息，涉嫌隐私不合
规。具体App如下：《楚楚
街》（版本3.34）《毒》（版本
4.17.0）《萌推》（版本2.5.0）
《淘集集》（版本2.29.0）《折
800》（版本4.66.0）。

2.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
全部隐私权限，涉嫌隐私不
合规。具体App如下：《贝
贝》（版本 9.26.01）《返利》
（版本 7.9.2）《微店》（版本
5.7.8）《找 靓 机》（版 本
7.5.01）《转转》（版本7.1.2）。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
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先不
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移动
应用，避免手机操作系统
受到安全威胁。其次，建议
打开手机中防病毒移动应用
的“实时监控”功能，对手机
操作进行主动防御，第一时
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
动。

十款电商平台App违法违规
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据新华社罗马 11 月 7 日

电 意大利自7日起开始实施一
项新法规，要求家长必须为4岁
以下儿童安装有防滞留安全警
报装置的汽车安全座椅。

根据意大利交通部发布的
声明，意议会于去年9月通过了
这项法规，并于今年10月出台
相关实施细则。法规对意大利
道路交通法第172条作出修改，
要求家长必须为4岁以下儿童
安装特殊的汽车安全座椅。

这种特殊座椅设有防滞留电

子安全警报装置，可以防止家长
在匆忙中将孩子独自留在车中。

交通部在声明中还指出，国
家将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来为每
个购买此种装置的家庭补贴30
欧元，补贴的具体细则将在未来
数天内出台。这项新规定适用
于所有意大利居民及外国来
客。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低
81欧元、最高324欧元的罚款，
并被扣除5分驾照分。

近年来，意大利发生多起儿
童被滞留车内造成伤亡的事故。

意大利实施新法规

必须为4岁以下儿童
安装防滞留安全座椅

据新华社柏林 11 月 7 日
电 德国政府近日发布的2019
年药物和成瘾报告显示，该国约
27万名12岁至17岁青少年对
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成瘾，人数
与2011年相比翻了一番。

报告称，调查以“强迫性网
络使用量表（CIUS）”作为衡量
依据判断是否有网络成瘾问
题。结果显示，12岁至17岁年
龄段青少年中，有85%的人每天
使用社交媒体，平均使用时间近

3小时。这一年龄段中7.1%的
女孩以及4.5%的男孩存在网络
游戏以及社交媒体成瘾问题。

除网瘾问题外，这份报告还
对德国违禁药物使用、烟草、酒精
成瘾等问题做出评估。据报告，
2018年德国共有1276人因吸毒
致死，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

报告同时还提到，德国吸烟
率有所下降，但电子烟的使用量
仍在上升，尤其是在青少年人群
中，报告认为必须阻止这一趋势。

德国约27万青少年受网瘾困扰
比2011年多了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