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存续分立方式，分立为“江苏景
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宿迁市恒之
悦商贸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
登记确定的名称为准）。

分立前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分立后，
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继续存
续，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万元相应减
少至人民币5,000万元，新设的宿迁市恒
之悦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
000万元。

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立
前的全部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
成书面协议明确具体承担主体的除外）。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本公司债
权人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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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吴松
联系电话：0527-8446 1666
联系地址：宿豫经济开发区瓯江路

东侧、昆仑山路北侧
特此公告

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江苏景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立公告

■消费者感受
野蛮生长、信息压迫……
“毒瘤”要严惩，而非无关痛痒提提

7月18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PC
端应用软件网络弹窗调查报告》（简称
《调查报告》）。线上调查显示，78%的
消费者遇到过网络弹窗，超五成消费者
表示关闭按钮不易发现；79%的消费者
反映遇到过捆绑安装其他软件的问题。
体验结果显示，360安全浏览器15分
钟内弹出9次，暴风影音15分钟内弹
出6次，酷我音乐搜索一次弹一次。9
款软件存在默认勾选行为。

本着推动问题解决的目的，9月14
日，省消保委对问题弹窗所属软件公司
及4家调查涉及的下载平台，共14家
企业开展集体公开约谈。

在会议现场，一个PPT综合了消
费者对“网络弹窗”的看法。有消费者
痛心地说这就像“毒瘤”；有消费者曾在
夜晚遭遇突然弹出的阴森恐怖的全屏
弹窗，“还有声音”；有家长担忧孩子看到

“不堪入目的页面”；有消费者表示“关闭
键小到不知道在哪”……消费者的心声
是“严惩而不是无关痛痒提一提”。

江苏省消保委秘书长陆惜春介绍，
本次约谈“约之有法”“谈之有据”。PC
端软件弹窗问题成了消费者“弹不掉的
无奈”。其“野蛮生长”，让消费者的体
验很“不爽”，造成信息压迫和心理不
适，并侵犯消费者多项权利。

■律师说法
不标“广告”、不能“一键关闭”
内容低俗都涉嫌违规违法

从省消保委前期调查来看，网络弹

窗问题侵犯消费者多项权利。网络弹
窗中的诈骗、虚假宣传内容，使消费者
可能轻信宣传内容被骗，财产安全权易
受侵犯；暴力、低俗色情信息，污染网络
环境，也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不标注“广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
的漠视；不能“一键关闭”、无法设置弹
出周期、诱导点击、捆绑安装及默认勾
选下载等多项问题都是对消费者自主
选择权的侵犯。

■解决之道
七项整改，强化监督，制定标准
给网络弹窗套上“制度锁”

约谈会上，江苏省消保委提出如下
整改优化要求，请各企业在七个工作日
内提交书面整改优化方案。与会各软
件所属企业表示，诚恳接受江苏省消保
委监督，将按照约谈会提出的整改要
求，结合自身存在的问题，按时提交书
面整改优化方案。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后续将持续跟
踪关注，确保整改到位；对于态度消极、
坚持不予整改的，不排除必要时通过公
益诉讼等法律途径，坚决维护消费者整
体利益。

省消保委将积极向相关部门具函，
提出合理化建议，争取主管部门的高度
重视，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力度。

省消保委还将联合相关部门与企
业探讨制定PC端应用
软件网络弹窗相关团
体标准，对弹窗数量、
尺寸、位置总体控制，
对弹窗进行精准监督、
有效规范。为网络弹
窗套上“制度锁”。

消费者：宝贝分享链接竟是
一串“乱码”

在微信收到朋友推荐的网购宝
贝链接，竟是一串类似乱码的东西？
想打开链接，必须先复制这段话，再
打开购物平台，商品“庐山真面目”才
得以见到？这是因为各个大平台相
互屏蔽了网址链接，让人不胜其烦。

事实上，屏蔽封杀问题由来已
久，早在2013年，“阿里系”屏蔽了来
自于微信的访问，中国互联网最大的
两大流量入口自此筑起了“高墙”。
近年来，平台巨头之间的链接封禁、
屏蔽愈演愈烈。微信于2018年对
《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进行
了升级，禁止在朋友圈传播特殊识别
码、口令类信息；而在2020年，抖音
禁止第三方来源的商品进入直播间
购物车；字节跳动与腾讯相互“封杀”
的同时，也围绕“盗取关系链”与“平
台垄断”等矛盾陷入旷日持久的“大
战”。

“屏蔽链接很不方便，许多人都
不会操作。”南京市民王女士告诉扬
子晚报记者，前几天网购了一辆儿童
自行车，孩子的外公想照着客服发来
的安装视频操作，点开后被提示“如
需浏览，请长按网址复制后使用浏览
器访问”，外公直接蒙了，等她下班回
家才顺利观看。对于工信部此次整
治行动，她期待尽早实现一键点开、
直接跳转，这会极大地方便网民尤其
是老年人群体，以及一部分不经常网
购的消费者。

平台：各大互联网平台积极响应

今年7月份，工信部启动了为期
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拆

除不同平台间的“高墙”是这次重点
整治的问题之一。各家互联网平台
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腾讯、字节跳动
和阿里巴巴均表示，将按照工信部要
求做出相关调整。

腾讯回应称：“坚决拥护工信部
的决策，在以安全为底线的前提下，
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

字节跳动表示：“将认真落实工
信部决策。呼吁所有互联网平台行
动起来，不找借口，积极落实。”

阿里巴巴也回应道：“互联是互
联网的初心，开放是数字生态的基
础。阿里巴巴将按照工信部相关要
求，与其他平台一起面向未来，相向
而行。”

专家：所有平台互联互通是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专家均表
示，几大平台是否会向其他中小平台
和企业同等开放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只是几个头部企业互联互通，对
外仍然进行封禁，设置流量“护城
河”，其垄断效应相反是增强了。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仅限
于头部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存在着挤
压其余平台的生存空间、进而增进头
部平台垄断地位的风险。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磊认
为，互联互通要考虑用户的个人隐私
是否能够得到妥善保护，以及用户隐
私泄露时责任主体明确化等许多问
题。平台间利益分配是否合理也将
对互相开放的程度产生影响。他指
出，互联互通的媒介是数据链，链与
链间流动的是流量，流量的重要价值
不言而喻。这种流量的交换是否需
要定价，以及如何定价，这些都是需
要考虑的问题。

支付宝微信“互相打不开”，真烦人！
工信部出手“拆墙”，各平台不得相互屏蔽网址链接

当朋友分享宝贝链接给你时，你是不是会收到一串类似乱码
的东西？9月13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新闻发言人、
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介绍，2021年7月份，工信部启动了为
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屏蔽网址链接是这次重点整
治的问题之一。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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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大乐透今晚开奖

9月13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9964万元。当期，
二等奖开出97注，每注奖
金14.95万余元；其中24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 11.96 万余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26.92万元。目前，大乐透
奖池为11.49亿元。

9 月 15 日将迎来第
21107期开奖。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刮刮乐”
2021年9月13日江苏中奖注数

131372注，中奖金额2563231元。
福彩“快乐8”(第2021247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2 15 16 23 24
26 31 35 36 37 38 53 62
63656770737475

福彩“双色球”（第2021105期）
红色球号码：101415222732
蓝色球号码：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9注 6993977元
二等奖 174注 128920元
三等奖 1497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5729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247期）
中奖号码：134101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64注 2829元
二等奖 3472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52万元。
福彩3D（第2021247期）
中奖号码：121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360注 1040元
组选3 567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1D 114注 10元
2D 53注 104元

本期投注总额263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141期）
中奖号码：6379593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注 31635元
二等奖 31注 2041元

体彩“排列3”（第21247期）
中奖号码：525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2473注 1040元
组选3 2327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47期）
中奖号码：52531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59注 100000元

体彩“7星彩”（第21107期）
中奖号码：393192+0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4注 150362元
三等奖 28注 3000元

令人头疼的网络弹窗，犹如网络“牛皮癣”，你遇到过吗？烦不
烦？真的治不了吗？9月14日，江苏省消保委对前期调查发现的问
题弹窗所属企业开展集体公开约谈，要求企业自查自纠，限期整
改。腾讯视频、360安全浏览器、搜狗输入法等十余家到会企业表
示，会根据省消保委要求整改。如果不改怎么办？省消保委表示，
将持续跟踪关注，确保整改到位；对于态度消极、坚持不予整改的，
不排除必要时通过公益诉讼等法律途径，坚决维护消费者整体利
益。 通讯员 徐悦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马燕

网络弹窗广告不想看却也关不掉！
省消保委集体公开约谈，腾讯、360、搜狗等巨头纷纷表示“马上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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