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三 专题/广告
责编/朱志莹 董富勇
美编/曹优静 照排/马喜春 章译文

三江 热议

街谈 巷议

这份保险
让游客更有获得感

公民卧室隐私
岂能成为他人牟利工具
苑广阔

陈旭钦
“对着卧室的摄像头 IP 地址 10
元一个，拍摄到激情画面的 20 元一
个。”原本用来看护家里老人孩子或
用作防盗的摄像头，竟然被不法分
子用于“窥私”并在网上公开叫卖。
近日，北京、浙江等警方接连破获黑
客非法入侵居民家用摄像头案件。
9 月 12 日新华网

近日，象山县旅委与人保财险象山支公司签订了
《象山县全域旅游综合保险合作协议》。据介绍，这是我
市第一单全域旅游综合保险协议。该保险保障对象包括
探险游、观光游、商务游、自驾游、自由行、自助游等
不同方式在象山旅游的所有游客。在为期一年的保险期
内，保障对象在旅游过程中因发生意外事故 （车辆交通
事故除外） 而导致人身伤亡的，保险公司将按照合同约
定进行赔偿，具体保障按每人伤亡责任限额 10 万元、
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2 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50 万
元履行赔偿责任。
9 月 12 日《宁波日报》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或者说
文明礼仪，到亲朋好友家做客，除非
主人主动邀请，
客人是不能到主人家
的卧室随意走动、
参观的。这是因为
卧室是比较私密的地方，
外人进入是
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然而让人想
不到的是，
我们守护了几百上千年的
“卧室隐私”
，
现在竟然被人当成是谋
取不义之财的工具，
可以在网络上随
意买卖。
而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己设在
家里，
尤其是卧室的摄像头。我们在
家里安装摄像头的目的，
显然不是为
了方便别人偷窥，
或者是监视自己的
家人，而是为了在主人出门、工作的
时候，
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来看护家里
的老人或孩子，
还有就是为了家庭防
盗。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我国的
家用摄像头保有量为 4000 万至 5000
万个，
其中一些存在被攻击风险。在
一些 QQ 群和百度贴吧，有人明码标
价，公然售卖破解摄像头软件，分享
他人家庭私密影像。据犯罪嫌疑人
交代，
他们非法获取某品牌摄像头破
解软件，
利用黑客手段破解网络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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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税第二稽查局：

让税法宣传贯穿于税务稽查全过程
为切实抓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更
好地提高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质效，市
国税第二稽查局坚持税收宣传与税务
稽查同行的理念，将税收宣传贯穿于各
项税务稽查工作中，为税收改革发展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是查前重点预警，鼓励自查。不
定期向相关行业纳税人宣传税务机关
规范权力、优化纳税服务、维护权益和
政策优惠等方面的创新举措，集中进行
有针对性的宣传辅导，提醒纳税人对照
税收法律法规检查履行纳税义务情况，
鼓励通过自查改正不规范纳税行为。
二是查中重点辅导，有的放矢。在

头 IP，然后在 QQ 群中出售。而一些
不怀好意者购买了扫描破解软件后，
可以轻松破解他人家里的摄像头
IP，
观看、
保存摄像头拍摄的内容。
这想想就是一件令人脊背发凉
的事情，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自己家
卧室的一举一动，包括情侣、夫妻之
间正常的亲热行为，
都可能被千里之
外一双双陌生的眼睛所偷窥。这还
不算，这些所谓的“激情视频”，极有
可能被作为商品在网络上进行买卖，
而当事人自然面临着隐私被暴露的
巨大风险，由此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可想而知。
技术时代，
客观上我们势必要付
出一些代价，
做出一些牺牲，
但是公民
卧室的隐私成为别人牟利的工具，
这
样的代价和牺牲，
显然是有违道德准则
与国家法律的，
其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
道德风险和安全隐患。为此，
我们希望
国家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完善，
对这种现
象进行规范和打击，
希望信息部门、
公
安部门能够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举措
来予以防范。
而站在公民个人的角度，
不能只
管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
也应
该具备风险防范意识。有统计数据
表明，
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大品牌摄
像头可以为普通用户过滤掉 70%至
80%的安全风险，如果用户根据说明
书设置稍微复杂一点的密码，
则家用
摄像头的安全性将达到 90％以上。
这说明公民个人在保护个人隐私方
面，还是可以有很大作为的，关键就
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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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全民旅游时代。从过去走
马观花逛“景点旅游”，转变到吃喝玩乐购缺一不可的“全
域旅游”，如今游客对旅游的感受不仅仅局限于景点、餐
馆、
饭店的评价，对交通、
购物、
厕所等综合环境也会作全
方位的评价。能否充分保障每一位游客的权益，系好旅
游安全
“保险带”
，这关乎一个地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华东地区滨海旅游业的一匹“黑马”，近年来象
山游客接待量、
旅游经济收入突飞猛进。去年，象山接待
游客 1962 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 186.8 亿元，在宁波各县
市区中名列前茅。今年，象山实施全域化打造、
全产业融
合、
全要素整合、
全方位保障及特色景区、
特色小镇、
特色
乡村、特色民宿“四全四特”工程，旅游项目总投资 142 亿
元。旨在旅游服务、
品牌推广、
产品业态等方面有新的突
破，确保今年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成功，2020 年建成
高水平
“全国旅游强县”
。
但游客在松兰山沙滩溺水、
在花岙石林跌撞、
在海鲜
夜排档吃坏肚子等意外事故偶有发生，旅游安全问题无
疑成为当地发展全域旅游的一个制约因素。面对几十万
元、
几百万元的巨额赔偿金，景区、
旅行社显得力不从心，
而且觉得
“很冤”
。
事实上，旅游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关注。若推
出全域旅游综合保险制度，将成为分散旅游过程中发生
意外事故风险、
降低旅游损失的一种有效手段；对游客而
言，系上一份安全
“保险带”
，
多了一份民生获得感。
宁波是全国首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打造“全
域保险+全产业链”理念，全方位应用于民生福祉改善
领域。象山县旅委出面投保全域旅游综合保险，为每位
来象山旅游的游客购买一份旅游意外保险保障，直接使
游客获得风险保障。这样一来，惠及更多的是游客，又
是保险供给侧改革的创新产品，对于进一步完善旅游风
险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正在迈向
“全域旅游”
的时代，
供给侧改革需要一个
更容易被游客感知、
记忆、
分享的个性化情感品牌。象山的
经验表明，
从旅游安全需求与市场趋势出发，
挖掘滨海旅游、
影视旅游、
文化旅游、
美食旅游带给游客的快乐体验，
推出全
域旅游综合保险，
其实是在打吸引游客的一张
“情感牌”
。
同样，对于保险创新的顶层设计，只要践行“全域保
险”理念，将产业链瞄准改善民生福祉改善的角角落落，
保险业加快与旅游、
体育、
文化、
汽车、
健康、
互联网、
制造
业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通前后两端服务环节，无疑将给百
姓带来更多的实惠、
安全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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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税务稽查工作中，稽查人员针对发
现的问题与企业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
交流，主动从纳税人角度发现并查找问
题，找准企业税收风险点，帮助企业尽
快规范财务制度，避免相同涉税违规行
为的再次发生。
三是查后重点宣传，抓好防范。充
分发挥稽查人员“懂税法、懂政策、懂财
务”的资源优势，不断总结归纳稽查执
法中发现的涉税问题，及时对企业负责
人和财务人员进行宣传辅导，帮助企业
防范各类涉税风险，从而更好地提高纳
税遵从。
通讯员 赵渟婷

这 不 是 激 励 ，而 是
一种侮辱。 朱慧卿 绘

“混吃混喝”
奖
宝鸡某家装公司对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集中胸前举牌“混吃混喝”奖
并拍照，之后勒令其他员工在朋友圈中转发照片。记者采访时，该公司称由
于近期在做市场营销活动，聘请了第三方的营销人员对员工进行管理，管理
老师对没完成任务的 10 名员工进行了处罚，
与公司没有关系。
9 月 12 日《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