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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杭州嘉润塘栖供销社有限公司位于东湖街道泉潭
村房产的契证，证号为018402060004620，声明作废。
权属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仁和街道办事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100025103897）的划拨土地
批复，原件证号为（B2003）余政地字第 42 号，
（B2004）余政地字第 176 号，（B2010）余政地字第
115号，因保管不当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客户：

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络性能及配合市政建设，

我公司将进行网络优化升级及割接，期间可能会

影响您的业务使用与体验，具体影响时间及范围

如下：3月21日0-6点影响良渚街道用户，22日0-
6点影响余杭街道用户，23日 0-6点影响瓶窑镇

用户，25日0-6点影响中泰、余杭街道用户，26日
0-6点影响良渚街道用户，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客户经理或拔打

客服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区分公司

2023年3月17日

关于网络优化升级、割接
公告事宜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需招岗位

有福鸭餐饮店门店
营业员

牡小白奶茶饮品门店
营业员

联系人：沈先生13958175808，陈先生13656640111。

薪资

5-6.5K/月

5-7K/月

需求数量

2

2

上班地点

余杭区良渚
文化村

余杭区良渚
文化村

任职要求

1、传统美食&熟食制售；2、简单加工切配，无厨房经验也可胜任；3、要求热情积极，工作认真；4、年龄:18-45岁。

1、甜品、饮品制作;2、收银、接待顾客、介绍产品、帮助点单;3、相应岗位清洁工作，设备维护等;4、协助店长进行楼面管理、营运管理等相关工作。5、茶饮制作与后备，定期的货物盘点等工作。6、年龄:18-40岁。

余杭区良渚街道有福鸭餐饮店、良渚街道牡小白奶茶店招聘简章

扫码下扫码下载载““看余杭看余杭””AppApp

首页首页--更多更多--遗失遗失公告公告
自助办理自助办理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霸屏”“摇一摇”跳转等
违规弹窗频现

互联网弹窗广告是指打开网页、软件、

手机App等的时候自动弹出的广告。

近年来，我国对弹窗广告进行过多次

治理，并颁布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

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

求意见稿）》等，使弹窗广告治理有规可

依。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说，一些规模较大

的浏览器和网络应用设置了明显的弹窗广

告关闭标识，有的应用还提前几秒对即将

出现的广告进行预告，用户可提前知晓、提

前关闭。

然而，弹窗广告乱象在互联网中仍较

为广泛地存在，让用户不堪其扰。

——“不好关”，标识按钮“躲猫猫”。

来自天津的张女士购买了某视频播放平台

的会员，在观看一档综艺节目时想关闭广

告，但关闭按钮过小，导致她误触广告，跳

转到了购物软件。另有受访者向记者讲

述，部分App的弹窗广告关闭按钮会满屏

移动，用户需要跟随它的移动方向，多次点

击才能关闭。

——“关不掉”，反复关闭反复弹出。

常年从事视频剪辑工作的陈女士对于弹窗

广告的侵扰不胜其烦，她说：“在视频剪辑

软件中播放视频素材时，一遇到弹窗，就会

自动停止播放，我就要关了弹窗再重新点

击播放。”

弹窗广告会在电脑屏幕左下角和右下

角交替出现，有时甚至同时出现。记者统

计发现，在不到5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弹窗

广告出现的频率超过20次，如果不手动关

闭，每个广告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摇一摇”、误触等造成恶意跳

转。山西太原市民孙女士说，打开一些应

用时，页面经常会自动跳转到游戏应用的

下载页面，并进行自动下载。仔细查看发

现，开屏页面中间写了“摇一摇有惊喜”。

她感到不解，“拿着手机难免有晃动，难道

所有的晃动都算摇一摇？”

很多网友留言说，这种“摇一摇”跳转

广告的情况越来越多，急着编辑文件却要

等着打开其他应用，急着打车，一不小心就

在下载应用，广告商明显是在钻空子。

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创始人、北京

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为，弹窗广

告往往按照用户点击、广告暴露时间或用

户进一步操作的频次进行收费，所以会不

断出现诱导点击、恶意跳转等乱象，上述行

为存在明显的违规之处，应予以坚决打击。

弹窗广告治理为何这么难？

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超 10亿，弹窗

广告影响到每一个网民的上网体验。多方

表示，弹窗广告违法违规成本低、对它的执

法又缺乏明确标准，这些都给治理带来了

困难。

——弹窗广告违法违规成本低，而收

益很高，这是乱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网上咨询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这家公司可以办理游戏行业的弹窗广告推

送。公司一名业务员说，如想在一些浏览

器推送广告，需预充值 6000元至 2万元不

等的费用，如想做开屏广告，即使是小广告

位，每天的广告费也至少需要8万元，多则

需要180万元。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

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对于目

前常见的弹窗广告违法现象，处罚金额往

往在3万元以下，与广告盈利相比较，罚款

不值一提，很难起到惩罚和震慑效果。

——弹窗广告的执法尚缺乏具体标

准，不利于精准执法。

在某浏览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的一名

李姓工程师说，从技术层面来讲，弹窗广告

违规违法行为的线索发现和证据保存需要

耗费一定成本，但对其进行监管并非不可

能。他建议可以定时给网站跑一些设定好

的脚本，对浏览器层面进行程序检测，检查

弹窗是否有明显的关闭按钮、弹出频率是

否过高。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监管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针对弹窗广告治理的

相关细则标准还较为笼统，“过度推荐”“科

学规划频次”“标明”等表述缺乏判断标准，

影响了指导性。此外，平台的主体责任并

未被压实，弹窗广告违规违法行为多而杂，

增加了监管难度。

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
加大监管力度

弹窗广告乱象引起了我国相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2022年12月，中央网信办部署

开展“清朗·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

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整治各类应用程序弹

窗多且难屏蔽的问题。重点整治弹窗页面

设置虚假关闭、跳转按钮，利用引人误解的

内容欺骗、误导、诱导用户点击或自行跳转

至其他链接。2021年，工信部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互联网专项整治，整治内容也包括

对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等问

题。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还明确提出，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

供者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便捷投

诉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关于弹窗信息推送

服务的公众投诉举报。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说，多轮有力治理下，弹窗广告乱象得

到了很大程度遏制。未来，可进一步通过

精细的制度规则、严密的管控机制、广泛的

公共参与、理性的行业自律等多维施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

广告法专家刘双舟建议，进一步明确相关

执法机关的具体职责，避免出现管辖不明

和职能重叠问题，同时提高违规弹窗广告

的违规成本。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监管处相

关负责人建议，应更加压实各方责任，明确

相关标准，强化企业自我审查职责，促成行

业自律的养成，完善信息筛选、编辑、推送

等工作流程。

最后，还应动员行业协会、消费者等社

会力量共同治理乱象。刘德良建议，可发

挥社会力量，建立更加广泛的反馈渠道。

同时鼓励网民关注用户服务协议，合理维

权。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
方化”的迷思，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但

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

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

案。回顾探索历程，独立自主、人民至

上、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团结奋斗……

一个个现代化“关键词”浓缩着中国人

民的发展智慧，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启示。

“虽然现代化的概念起源于西方，

但放眼世界，很多国家走的现代化道路

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物质层面有所

参考的同时，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

保留自身特色。”陈刚说，“现代化从来

就不是简单的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为

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

化进程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行得通，就是

因为它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国文化，

契合中国实际。

“中国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发

展道路是否正确，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

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哈萨

克斯坦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叶

尔苏丹·然谢托夫说。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

希尔不断思考中国发展的绿色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实

践真正抓住了环境保护的本质，对推动

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西兰商学院院长黄伟雄认为，中

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多边主

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

现代化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

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增添了信

心。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跨越都将

产生世界性影响，将对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完善全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

计利当计天下利。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始终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

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也惠及世

界。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与

世界紧密相连。未来之中国，将以更加

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中国式现代

化将为全球发展繁荣带来更多机遇和

启迪，中国携手世界将共同创造更大的

人类发展奇迹。

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回顾历史，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中华民族从沉沦

而奋起、由苦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人

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将给世界带来多方面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当今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10亿人。中

国式现代化将实现14亿多人口整体迈

入现代化社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

“惊人一跃”，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

的总和，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

版图。

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79
亿元跃至 2022年的 121万亿元，位居

世界第二。除此之外，制造业规模、

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总

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

居世界前列……中国令人叹服的经济

发展成就正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作为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

念的学者之一，英国知名社会学家阿

尔布劳表示，从人口规模和发展速度

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可能是有史以

来任何一个国家取得的最大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还为现代化世界版

图赋予了共同富裕的新底色。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

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以

上。中国提前 10年实现了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减贫目

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中

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

家”。

在泰国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

前国会主席、前副总理颇钦·蓬拉军

看来，重视人民福祉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一大显著内涵。“中国在减贫、推动

欠发达地区发展方面取得卓越成绩，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颇钦

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发展模式，

致力于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

广告缝里看内容
关闭按钮“躲猫猫”

——这样的“弹窗”还要飞多久？

为世界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6.6%，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中国对世

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中国

经济近期克服了超预期挑战，保持增长动

能，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稳定性和确定

性，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

定器。

柬埔寨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

瑟夫·马修斯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各国的合作

发展带来积极变化，推动多边主义和经济

全球化。中国倡导互联互通、包容性发展

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

化为促进地区增长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

献。

今年即将迎来10周年的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

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鲜明标识。2013年到

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

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

美元，年均增长8%。10年来，“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促

进世界共同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长期研究“一带一路”的斯里兰卡专

家亚西鲁·拉纳拉贾以本国为例说，斯里

兰卡长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滞后，中国

以各种方式帮助斯里兰卡修建高速公路、

港口等基础设施，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

的整体发展。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取得先进技术优势，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这些技术将让沿线国家获益。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引

领世界发展朝着更加全面均衡的方向演

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

长陈刚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

化进程的重要指标，而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蓝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不仅是物质文

明的现代化，精神文明也应与之协调发

展，从而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

发展”，这对其他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

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项

一点暂停键，花花绿绿的广告画面马上占据了屏幕；一条广告上有上

下左右好几个关闭按钮，一不留神就陷入下个链接；点击应用着急要改文

档，却突然打开了购物软件……

弹窗广告“霸屏”、关不掉，“摇一摇”随意跳转等现象，让人不胜烦扰。

专家表示，这类过度推荐、无法关闭的弹窗广告行为违规违法，严重

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多方建议，应加强对弹窗广告的监管，压实推送

平台审查责任。

新华社杭州3月16日电 记者 16日
从杭州亚组委获悉，亚奥理事会第五次

协调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取消《炉石传

说》项目设置，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将调

整为7个比赛项目。

根据杭州亚运会项目设置程序要

求，亚奥理事会于2021年11月确定杭州

亚运会电子竞技共设 8个比赛项目，分

别为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亚运版）、和

平精英（亚运版）、炉石传说、刀塔 2、梦
三国 2、街霸 5和 FIFA Online 4等八个

项目。

杭州亚组委方面表示，电子竞技属

新兴体育项目，其办赛要求有别于传统

体育项目。近年来，组委会在各方密切

配合与支持下，严格按相关要求，不断优

化电子竞技项目办赛所需条件。

《炉石传说》作为美国暴雪娱乐公司

制作、在中国境内由中国网易公司代理

运营的电竞项目，因双方商务合作到期，

未就续约事项达成一致，导致该项目运

营团队及服务器处于终止状态，已不具

备列入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的前置

条件。

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取消《炉石传说》项目设置

（新华社）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