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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 5月 16日电 面

前的阿合尔以，相貌普通、肤色黝

黑，不多的言语中透着一股沉稳。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簸箕

梁子乡觉普村，提起这位“90后”的

村委会主任，老乡们不停地夸赞。

雷波是大凉山腹地的深度贫困

县，走出偏僻的大山是无数彝族青

年的梦想。阿合尔以离家上大学那

年，从县城到州府西昌，280多公里

的路汽车开了 9个小时。人生中的

第一次远行，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

只振翅的山鹰。

每次学校放假回村，大家就围

着他问这问那，充满了好奇。那时

的阿合尔以，常为自己能通过奋斗

改变人生轨迹而暗自欣喜。

2012年，阿合尔以即将大学毕

业，一封来自老家的书信寄到他手

里。原来，淳朴的乡亲们把他选为了

村主任，请他回乡。在乡亲们眼里，

上了大学、见过世面的阿合尔以一定

有不一样的本事，让村子改头换面。

一边是繁华的城市和无限的可

能，一边是闭塞的乡村和祖祖辈辈

难以摆脱的贫困，乡亲们沉甸甸的

信任让他彻夜难眠。

他想起了许多儿时的伙伴。“年

轻人纷纷外出闯荡，除了彝族年和

火把节，村子里总是暮气沉沉。没

有年轻人的力量，村子怎么发展得

起来？”最终，阿合尔以选择回乡，为

故乡的发展注入年轻人的力量。

彼时的觉普村是簸箕梁子乡经

济发展最落后的村庄，精准扶贫工

作启动后，全村 96 户 412 人中识别

出贫困户 63户 309人。

刚刚走出校门的阿合尔以没有

任何经验，尽管做梦都想着要带领

村民过上好日子，但面对一穷二白

的村庄，他有些迷惘。客观分析了

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后，他决定先从

解决影响村民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问

题着手——一是水，二是路。

村里没有水源，村民们祖祖辈

辈要翻越两公里的陡峭山路去水

源地取水。从水源地引水到村组，

最节约成本的方式是安装管道，至

少需要铺设 2000 米。可即使村民

投工投劳，仅购买管道也需要 2.8
万元。对于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

的极度贫困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

数字。

阿合尔以先从乡里争取了 1万
元的支持，又找来家里亲戚担保，从

商店里赊账买回了水管。

白花花的自来水喷涌而出，乡

亲们的生产、生活也悄然改变。

“自从有了水，庄稼长得比过去

好多了，我们也有条件养猪、养鸡

了。过去几辈人没洗过热水澡，现

在终于也能像城里人那样讲究了。”

村民阿树子巫感叹，这个年轻的村

委会主任还真有点本事。

可是，有了水还远远不够。虽然

老乡们零星搞起了养殖，但没有路，

东西卖不出去，村子依然脱不了贫。

觉普村有 3 个村民小组，组与

组之间步行要走两个小时。山路陡

峭，过去一组、二组之间不通车，村

民进出只能走杂草丛生的羊肠小

道，生活用品全靠肩挑背扛。

2016年初，村里来了脱贫攻坚

工作组，带来了修路的好消息。从

此，不管酷暑高温还是大雨瓢泼，工

地上总能看见阿合尔以的身影。

阿合尔以幼年时父亲去世，与

母亲相依为命。2016年底，母亲被

查出癌症，在家保守治疗。阿合尔

以白天在工地上奔忙，晚上回家照

顾母亲。

2017年 5月，路终于修好了。乡

亲们穿着过年的衣服，兴奋地在平坦

的道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更

让这位年轻的村委会主任欣喜的是，

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村里一下子回

来了好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大伙凑在一起一商量，几个年

轻人带头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

带领群众一起养羊。短短一年多时

间，全村养起了 1200 多只山羊，种

植 6 万多株核桃，建起造林专业合

作社，开发 9600亩荒山荒坡……

2017 年 7 月，觉普村的彝家新

寨项目建设进入最后阶段，阿合尔

以的母亲却没有等到村庄旧貌换新

颜，撒手人寰。

在工地上得知噩耗的阿合尔以

悲痛得无法站立。可是，回家迅速

处理了母亲的后事后，他又匆忙赶

回了工地。

从那以后，他工作起来更不要

命了。“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睡觉，睡

着了就能够在梦里见到妈妈。她生

病期间我没有好好照顾她，但她知

道我做的事是为了父老乡亲，只要

我能做好，她一定会原谅我。”

2017年，觉普村终于摘掉了贫

困帽。

如今的觉普村，用老乡们的话

说，“羊子肥了，票子多了，日子好了”。

“今年 9月，我们将在这片山上

种下 50亩猕猴桃。”指着一片山坡，

阿合尔以微笑着说，仿佛已经看到

了丰收后的景象。他的身后，错落

有致的彝家新寨掩映在绿荫间，蜿

蜒的村路通向四方。

远方的山坡上，索玛花开得正

旺。它们如同阿合尔以的青春，在大

凉山深处，绽放着别样的精彩。⑥2

青春，在大凉山深处绽放

诚信 建 设 万 里 行

本报讯 （通讯员麻林杰 王
旭）方城县四里店镇党委高度重视

信访工作，健全完善矛盾预警机

制，创新纠纷调解机制，全面夯实

接访责任，构筑起矛盾化解防线，

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该镇坚持镇村两级书记抓信

访，在签订目标责任书、实行信访

工作末位淘汰制的同时，创新机

制，大力引导老党员、老专家、老教

师、老战士、老模范“五老”乡贤发

挥正能量，以村“两委”成员、村民

代表和“五老”成员为主建立调解

机构，实行公开公正调解；通过开

展“大宣传大排查大化解”活动，有

效调处化解矛盾。

今年以来，该镇 20 个村实现

零上访，信访总量下降 30%，有效

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和谐，促进了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⑥4

发挥乡贤作用
助力矛盾化解

大爱无疆大爱无疆♥

——通过非法手段，爬取正规

招聘网站 2亿条用户简历；

——把简历数据“打造”成公司

产品，卖到不同行业领域，非法获利

过亿……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

获悉，按照公安部“净网 2019”专项

行动部署，北京警方近期破获备受

关注的巧达科技非法获取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案，这家企业非法爬取

用户数据，数量之大、牟利之巨，令

人咋舌，公司法人王某某等 36人被

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大数据

行业中数据造假，窃取、买卖公民信

息等乱象频发，不断触碰数据安全

和法律底线，亟待加强治理、规范

发展。

最大简历库全凭窃取

去年 10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

分局警务支援大队接到辖区某互联

网公司报案称，发现有人在互联网

上兜售疑似为该公司的用户信息。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开展调查，

巧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非法窃取

信息的犯罪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今

年 3月，巧达科技被查封，涉案员工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公开资料显示，巧达科技成立

于 2014 年 7 月，号称拥有中国最大

的简历数据库。这些简历信息等数

据被用在教育培训、保险、招聘等行

业，为巧达科技带来了大量收入。

2017年，该公司全年收入 4.11亿元，

净利润 1.86亿元。

然而，警方查明，与正规招聘网

站的简历由用户自己上传不同，巧

达科技的简历数据库全部是通过非

法手段爬取而来。“嫌疑人通过利用

大量代理 IP地址、伪造设备标识等

技术手段，绕过招聘网站服务器防

护策略，窃取存放在服务器上的用

户数据。”网安总队办案民警李文涛

说，从不同网站窃取来的信息被重

新合并、排列，重名或是信息不全的

信息经过“再比对”后形成完整的简

历和用户画像。

据悉，巧达科技非法获取的简

历超过 2 亿条。基于这些数据，公

司开发了“72招浏览器”，将其简历

数据库以 13800元每年的价格卖给

有需求的企业客户，客户就可以在

浏览器上直接调取简历信息。

办案民警介绍，在巧达科技窃

取数据过程中，还因传输数据量过

大导致报案公司服务器数十次中断

服务，影响上千万用户正常访问，带

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行业发展频频“迷航”
记者梳理发现，从大规模数据

窃取到“流量劫持”，从 App 超范围

信息收集到数据“杀熟”，大数据行

业发展中暴露的问题给信息安全和

公民隐私均带来较大威胁。

2018年，浙江警方曾侦破一起

大规模数据盗取案。警方查明，北

京一家以新媒体营销为主业的公

司，与覆盖十余省市的运营商签订

营销广告系统服务合同，通过在运

营商服务器中布置恶意采集信息程

序，从运营商流量池中非法获取用

户数据。案件中，犯罪团伙操控用

户账号，进行微博、微信、QQ、抖音

等社交平台的加粉、刷量、加群、违

规推广，非法获利，犯罪团伙旗下一

家公司一年营收就超过 3000万元。

据阿里安全部《2018 网络黑灰

产治理研究报告》估算，2017年，我

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为 450 多亿

元，而“黑灰产”已达近千亿元规模，

用户信息泄露、网络黑客勒索和电

信诈骗等问题仍频繁出现，围绕互

联网衍生的“黑灰产”行业正在加速

蔓延。

网安民警表示，随着网络“黑灰

产”形成了专业化、精细化的产业

链，除了利用大量数据违法变现，一

旦掌握全面的用户信息，不法分子

就可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实施精

准的电信诈骗等多种犯罪行为。据

统计，2018年，北京警方破获的北京

及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近 1 万

起，控制犯罪嫌疑人 2000 余名，同

比分别上升 30%和 10%。

规范治理需多方合力

记者了解到，我国与大数据、个

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相继出台，

对于数据保护制度化建设起到了积

极作用。业内人士认为，治理数据

行业乱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继

续制定完善有关法律规范外，还需

要监管部门和企业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雁北建议,
在大数据权属确定及行为规制方面，

亟待构建一个更宏观的系统化法律

框架体系,以尽可能避免不同法律之

间的冲突,在调整个人信息保护、大

数据的运用及数据规制上,形成一个

相对有机融合的法律体系。

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公安机

关将坚持“打源头、摧平台、断链条”

的工作思路，依照网络安全法、刑法

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安机关担

负的职责，针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利用信息网络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

开展严厉打击。

同时，警方提醒互联网企业，在

收集、存储、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数据

开展合法经营时，要严格按照国家

法律法规，落实数据保护责任，采取

必要的技术防范措施，确保用户信

息数据的安全。⑥5
（据新华社）

窃取简历逾两亿，非法牟利过亿——

数据行业乱象亟待整治

本报讯 （记者洪 塔） 5 月

22日，卧龙区梅溪街道梅溪社区

对辖区重点场所及沿街店面等重

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检查及消防

安全宣传活动。

按照消防安全网格划分，社

区工作人员针对辖区沿街门店及

饭店、超市、商场等人员密集场

所，检查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

通情况、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和维

护情况，以及规范电动车充电情

况。在排查的同时，对消防器材

及消防栓的灵敏度、有效期限进

行排查核对，责令商户限期整改

安 全 隐 患 ， 并 详 细 做 好 检 查

记录。

下一步，社区工作人员将不

定期开展检查，并就发现的问题

及时上报、及时处理、及时反

馈，提高辖区商户和居民的消防

安全防范意识，严防各类火灾事

故的发生。⑥5

开展消防检查
筑牢安全防线

强化政治责任担当 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王 璐）

市邮政管理局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强化三个

着力点，突出工作实效，做实

做细基层党支部建设标准化，

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和思想保证。

着力于责任落实。逐级夯

实党建责任，系统规范“一岗双

责”，抓实支部书记第一责任，

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基础、党

建引领是核心”的意识，积极抓

好党建工作，做细做实基础工

作，不断提高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水平。

着力于工作保障。以服务

发展、服务大局为第一要务，

以“全力以赴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成长”为主体思路，扎实

推进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引领党员立足岗位，服务于岗

位、服务于企业，在追赶超越

中凸显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着力于工作创新。根据新

时代基层党建工作需求，利用

微信群、学习强国 APP，以支部

为单位，创新开展“主题党日”、

“每天两小时学习”等活动，鼓

励党员干部学思践悟、比学赶

超 ，进 一 步 发 挥 先 锋 模 范 作

用。12

强化着力点 工作见实效
市邮管局助推基层支部建设标准化

夏天来了，有的女士不敢穿

裙子，因为怕露出小腿上一团一

团蚯蚓样的血管。其实，这就是

静脉曲张，需要治疗。

市中医院专家普外血管外科

介绍说，发生静脉曲张的原因有

长期站立、慢性咳嗽、便秘、重

体力劳动、怀孕、肥胖、遗传因

素等，这些因素可以造成下肢静

脉压力过高，血液长时间蓄积下

肢，损伤静脉瓣膜，造成静脉瓣

膜功能不全，浅静脉血液倒流，

使血管突出皮肤表面，局部血液

淤滞、皮肤缺氧、出现色素沉着

甚至溃破。

静脉曲张根据轻重可分为 6

级，1-2级的静脉曲张，可以穿戴

弹力袜减轻下肢静脉压力，避免

病情进一步加重。3级以上的静脉

曲张需要及时治疗。用传统手术

与激光及硬化治疗相结合的方法

来治疗下肢静脉曲张，下肢无瘢

痕，创伤小恢复快。

因此，提醒经常坐办公室的

朋友们，久坐过程可不断屈伸踝关

节，以利于静脉回流；经常站立的

朋友，可穿戴低压力弹力袜，减轻

下肢静脉张力；老年朋友可多食富

纤维食物，并适度锻炼，保持大

便通畅，预防下肢静脉压力过

高，起到预防静脉曲张的作用。

（市中医院 张建霞 李 冉）

关注“蚯蚓”腿 及时治疗静脉曲张

爱国情·奋斗者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2日电 记

者从 12306 网站获悉， 5 月 22 日

起，12306网站在前期试点的基础

上，将铁路候补购票服务扩大到所

有旅客列车。

候 补 购 票 服 务 是 指 在 通 过

12306网站和 APP 购票时，如遇所

需车次、席别无票，可自愿按日

期、车次、席别、预付款提交购票

需求，售票系统自动排队候补，当

对应的车次、席别有退票时，系统

自动兑现车票，并将购票结果通知

购票人。

去年 12 月 27 日开始，铁路部

门 在 12306 网 站 （含 手 机 客 户

端），选取 2019 年春运期间部分

能力紧张方向列车的长途区段，

开展候补购票服务试点，减少旅

客在购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

耗 费 大 量 时 间 和 精 力 反 复 查 询

余票。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候补购票功能是铁路部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

旅客提供更加安全方便快捷的购票

服务，有利于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

求，科学组织列车开行，让运力安

排 更 加 精 准 、 旅 客 购 票 有 更 好

体验。

候补购票服务具体流程，可通

过 铁 路 12306 网 站 （www.12306.
cn） 查询。⑥3

铁路候补购票服务扩大到全部列车

邓州市穰东镇树

人小学在阳光大课间

创新性加入了传统经

典文章诵读、文体项目

竞技等丰富多彩的内

容 ⑥4
通 讯 员 高 峰

席清铎 摄

本报讯 （记者任华裔 通讯员

黄素敏）5月 22日，西峡县政协组

织县人民医院等三家县级医院的

专家到田关镇开展“送医下乡、健

康扶贫”活动。

义诊现场，10 多名医务工作

者为当地群众开展了现场咨询、

诊 断 等 服 务 ，主 要 涉 及 神 经 内

科、心内科、妇产科等方面，为群

众普及健康知识，使老百姓在家

门口都能享受基本、安全、高效、

便捷的县级医疗卫生服务。当

日，前来就诊的村民约 350 人，贫

困人员约 80人次。⑥3
又讯（特约记者夏婉燚 通讯

员谢轶娜）近日，西峡县红十字会

邀请医疗专家 10余人前往该县丹

水镇开展“红会送医”义诊活动。

由南石医院脑血管科主任魏春华

等组成的专家团队先后为 10余名

疑难杂症患者进行会诊，并为 50余
名乡、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常

见病、多发病知识培训。此次义诊

活动共诊治群众 150余人次，发放

健康知识宣传手册 300余份。⑥5

开展义诊服务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通 讯 员 高 峰）日

前，河南艾目康有限公司组织开

展的“爱护瞳真点亮未来”活动

走进市儿童福利院，给 400 余名

孩子赠送了价值一万余元的护眼

贴。⑥4

关注儿童视力
赠送爱心眼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