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丹阳

如果用户长时间不登录游戏，游戏

公司有权直接删除该账号及账号下的游

戏数据和相关信息吗？近日，上海一中

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游戏服务合同纠纷上

诉案，认定游戏公司关于“如用户连续

365天未登录游戏，公司有权删除账号”

的条款无效。

2020年 1月，小王下载了一款热门

手机卡牌游戏，绑定了手机号。为了更

好体验游戏，小王前后充值4000余元购

买道具等，并达到VIP11特权等级。

2020年 5月初，小王想换绑一个新

手机号，但试了几次都未能成功。小王

问客服应如何操作，客服答复“暂时不支

持解绑，之后会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小

王很无语，在App中发现有“已绑定的第

三方账号无法更换或解除绑定”。

小王想起注册时签订了一份《游戏

许可及服务协议》，又细细查阅了协议条

款，果然也有不合理之处，其中一条为：

“如果用户长期未使用游戏账号登录游

戏，公司有权视需要，在提前通知的情况

下，对该账号及其账号下的游戏数据及

相关信息采取删除等处置措施，本公司

不承担任何责任……”

小王认为，游戏公司的这些规定已

经侵犯了正常用户的合法权益，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前述两款条

款内容无效。

一审法院判决小王与游戏公司签订

的部分协议无效，游戏公司不服，向上海

一中院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认为，该条款系游戏公

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其内容具

有不可协商性，属格式条款。根据《民法

典》规定，该类条款是否有效，取决于是

否满足合理性要件。

本案中，游戏公司主张该条款系为

打击“网络黑产”等，但从当事人的庭审

陈述看，休眠账号删除条款并非打击“网

络黑产”的唯一手段，且休眠账户与“网

络黑产”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性。

其次，游戏公司主张大量休眠账号

的存在，增加了其运营成本，影响了正常

用户的游戏体验。但其未能举证，游戏

公司据此限制游戏用户的权利不合理。

需要考量是否导致利益失衡。变更

后的休眠条款虽然对休眠期间进行了明

确，但并未提供事先提醒或者事后补救

等救济措施，该条款仍使游戏用户面临

无救济措施而直接丧失合同主要权利的

风险，用户的过失与其承担的风险并不

相当。用户必须保持一定的登录频次才

能保有主要权利，就此难言良好的服务

体验，亦与游戏公司提供优质服务的合

同义务不相符合。

涉案休眠账号删除条款，超过了必

要限度，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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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蜀酒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顾卯良。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HAR9508。 因 本 公 司

办公室搬迁，不慎丢失财务章，特此

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变更公告

上海新黄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即日

起变更企业名称为康达医疗器械（江苏）

有限公司，公司公章、财务章也随之变更，

由于老的公章、财务章遗失，故登报声

明。法定代表人：郭咏梅，特此公告。

在全市打造首座乡村人才公寓，在

浦东首次探索乡间林下经济、深度融合

新老村民联合共治，这就是张江镇新丰

村。

新丰村位于张江镇南片，常住人口

3300多人，其中，原住村民占比仅三分之

一，剩下的 2000多人均为外来人口。如

何给一座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的村落带来

天翻地覆的变化？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季

群说，她有两把打开“变化之门”的钥

匙。这第一把就是乡村人才公寓项目：

“有了这个项目之后，交通也跟上了，生

活配套也跟上了，资金也向我们倾斜，所

以整个村容村貌也好、为民服务设施也

好完全跟上，老百姓满意度也在不断提

升。”

一座座乡村人才公寓拔地而起，如

今已有 11座，青年人口的导入，也为原

本老龄化的原始村落赋能。老厂房变成

了餐厅，解决人才就餐需求，废旧空间打

造成了民宿文化馆。如果说第一把钥匙

吸引了人才前来租住，那么第二把钥匙，

则吸引了许多游客。这把“钥匙”就是探

索乡村集体经济新模式——林下经济，

也就是蘑力森林。

蘑力森林距新丰村人才公寓仅有一

步之遥，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有一种天天

度假的感觉，非常惬意。季群表示：“发

展林下经济，我们这边种了差不多四种

菌菇，自己可以采摘后拿到餐厅里现烧，

蘑力森林名气响了，我们的品牌也树起

来了，春天有垂钓节，夏天有烧烤节，秋

天有采摘节，冬天有品茶节。新丰村有

1300亩生态林，我们利用得天独厚的优

势，做好森林文章，（文旅）产业发展之后

环境也会进一步提升，同时我们的集体

经济又能保值增值，助推集体经济发

展。”

“两把钥匙”激活了乡村，提升了软

硬实力，也让新老村民逐渐融合为一个

大家庭。

在新丰村人才公寓东南角，有一块

近 200平方米的爱心菜园。志愿者村民

戴阿姨说道：“夏天的茄子、青椒，大家吃

都吃不完。”

“大家现在已经没有新老村民的概

念了，在我们墙上只要一个镜头上去就

可以看露天电影，只要一个架子一支起

就可以露天烧烤，单位发的水果阿姨叔

叔一起分享，本地村民家里烧了菜饭，包

了馄饨大家一起吃，这些青年入住带来

了新的信息、新的活力，在社区共建方面

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季群

说道。

（记者 李理）

张江新丰村：“两把钥匙”提升基层治理软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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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之光

图书之美，美在何处？一本书，有了好

的内容，再有好的书籍设计，就能让读者更

加爱不释手。近日，2022年“最美的书”获

奖作品展亮相上海图书馆东馆。

今年，共有来自全国各地23家出版单

位的 260件作品参加“最美的书”评选，经

过资深书籍设计师和出版人组成的专家评

委会严格评审，通过多轮打分，最终产生

25件获奖作品。

此次展出的 2022年获奖作品，各具特

色，精彩纷呈。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

《乡村与木刻》一书为例，作者以木刻作品

作为表达媒介，而书籍设计师则采用多种

版面布局，横竖搭配，变化丰富。全书以专

黑油墨来印刷，表现出木刻版画的视觉冲

击。评委在获奖评语中称赞这本书整体设

计言简意赅，体现了美学的真正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多部“最美的

书”，都将历史的厚重有机融入到书籍的装

帧之中。《古地图上的长城》是一本中国长

城古地图的合集。此书纸张轻盈，色彩厚

重，具有怀旧复古的气质。书籍的三面书

口均印有长城古地图，意象化地体现了历

史的深度与厚度。《许宏的考古“方”》是原

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的两本随笔集，并

被安放在多层厚实的瓦楞纸盒中，具有神

秘的考古氛围感。而通过局部镂空和纸张

透明度的运用，营造出考古中常见的“探方

格子”的形态，并尽可能地还原、保留考古

发掘的原始状态。

其他“最美的书”还包括《鸟语四季》

《豆腐》《中国童谣翻翻乐》《一群马满天星》

《再见吧速写》《做：中国 2021》《北桥船拳》

《漆器文化系列丛书》《造园记》《铸印——

何效义的田野实践》等图书。展览中，每部

作品都配有书名、书籍设计师和出版单位，

并且附上评委评语，为广大读者参观、欣赏

提供专业讯息。

“最美的书”是从 2003年起由上海市

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籍设计年度评选活

动，旨在挖掘国内优秀的书籍设计作品，推

动书籍设计师的品质化发展与进步。获奖

作品还会参加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世界最

美的书评比，为中国图书和中国图书书籍

设计“走出去”作出贡献。

上海图书馆已连续多年参与举办“最

美的书”展览。今年，展览在刚开放的上海

图书馆东馆举行，场地视野更加开阔，陈列

效果更加显著，为市民读者提供更好服

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月28日。

2022年“最美的书”获奖作品展亮相上图东馆

本报讯（记者 符佳）12月18日，“红色

资源与大思政课建设”理论研讨会在上海

建桥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依托教育部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上海建桥

学院）举办，全国近20所公办民办高校的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专家学者和大中小学

的思政教师相聚云端，就善用红色资源融

入“大思政课”建设这一主题各抒己见。

“增强红色文化育人的整体性，需要通

过整合资源、构建课程体系的育人模型，形

成全方位、多维度的整合效应。”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治东教授从空间、

云端和课堂的视角，介绍了学校基于“大思

政课”新格局、塑造红色文化育人链的实践

探索。“以场景感描绘大背景、以历史感构

建大格局、以真实感勾勒大课堂。理论与

生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

有助于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华

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许瑞芳

教授基于社会生活的视角，分享了关于“大

思政课”视域下对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

思考和举措。

上海电机学院将红色工业文化与大思

政课建设相融合，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范冬姣教授坦言，学校的相关探索主要

回答三个问题：大视野下如何凸显红色工

业文化“大思政课”的政治性？大格局中如

何提升红色工业文化“大思政课”的针对

性？大阵地中如何增强红色工业文化“大

思政课”协同性？

“江西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将

它们转化成优质的育人资源？”南昌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义灵介绍，学校聚

焦“传承红色基因、争做革命传人”这一主

题，以多元形式用好红色资源，从而达成

“坚定理想信念、铸就奋斗精神、激发学习

动力”的育人目标。

上海建桥学院党委书记江彦桥表示，

将持续挖掘利用红色资源，搭建好“大思政

课”平台，形成大中小学思政协同良好育人

氛围和品牌效应，进一步推进临港新片区

“大思政课”建设。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朱佳杰

“请你配合‘调查’，把银行卡信息提

供给‘民警’。”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

外省市警方，开口便是“涉嫌洗钱”，必须

要配合工作，将重要信息告知他，否则将

面临高额罚金，甚至是长达 37 天的拘

留。市民龚女士接到电话害怕不已，幸

亏浦东警方劝阻，才免遭电信网络诈骗。

12月 14日下午,浦东公安分局孙桥

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下发的警情，辖区

孙耀路上某小区的龚女士疑似接到了冒

充“公检法”的诈骗电话。

接报后，民警张顺随即赶赴现场，并

尝试拨打对方电话，均显示正在通话中，

不禁令人捏了把冷汗。“开门，我们是警

察。”到达地点后，民警第一时间敲响了

房门，屋内起初没有反应，细心的张顺却

听到了里面有话语传出，他当即再次敲

门。“你遇到骗子了，千万别转账！”顾不

上对方诧异的神情，张顺及时上前制止

其在手机上的一切操作，并对龚女士进

行了详细劝说。

原来，当天 16时 44分，龚女士接到

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外省市警方，

称龚女士涉嫌洗钱，要求其配合核查其

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同时要求其不能挂

断电话，否则将面临10万元的罚款。从

未经历过这类情况的龚女士信以为真，

特别是对方一句“不配合就‘关’你 37
天”令其慌了手脚，乖乖按照对方要求提

供了自己的多家银行卡卡号等信息。

所幸，正当她要将银行卡密码也告

知对方时，连续的敲门声惊醒了她。“他

们身份是假的，App都是隐藏了木马病

毒的诈骗软件。”见龚女士仍有存疑，民

警再次对其开展了反诈宣传，通过多个

真实案例，终于让龚女士醒悟自己遇

骗。民警还为龚女士安装了国家反诈中

心App，以防其再次落入骗子骗局。

假民警开口便是“涉嫌洗钱”
浦东警方及时劝阻一起网络诈骗

本报讯（记者 符佳）装着原油的船

舶突然失火，怎么办？如何在扑救中最大

程度减少船上人员和海上消防人员的伤

亡，降低对海洋环境的污染？近日，上海

海事大学研究生设计的一款以海上智能

消防为科研方向的作品，获得第十九届陈

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上海）唯一一个等奖。

这一获奖作品名为“一种面向船舶消

防水炮智能目标跟踪与控制系统”，由上

海海事大学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在读

研究生解为喜、王清、张莹莹共同完成。

他们在参与高迪驹老师的“近海消防拖轮

自主消防技术研究”项目时获得了灵感，

想到可以通过智能系统远程控制海上消

防来精准识别火源位置，并减少人员伤

亡。于是，他们努力克服了疫情带来的各

种影响，蹲守实验室刻苦钻研，在一次次

的失败后，终于研发出了“面向船舶消防

水炮智能目标跟踪与控制系统”。这一系

统使用目标检测算法实时精准识别火源

位置，基于考虑水平风扰的射流轨迹模

型，快速调整消防水炮姿态，对消防船运

动导致的干扰进行实时补偿，从而实现精

准、高效的海上消防作业。

得知自己的心血之作，从上海交大、

统计大学等11所高校申报的158项作品中

脱颖而出，拿下唯一一个一等奖，3位获奖

者非常激动。他们表示，这个作品设计结

合了母校的海事专业特色，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为提升我国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做

一点事。“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该项目

指导教师高迪驹认为，学生能够围绕航运

科技领域内的行业发展需求，通过创新来

“解决航运技术难题”，既锻炼了他们利用

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激

发了他们对科技创新的兴趣。

结合专业“解决航运技术难题”
上海海事大学学生作品获“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一等奖

将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
20多所学校的思政教师和专家云端研讨

游戏账号长时间未登录会被删除？
法院判决：“公司有权删除账号”条款无效

部分获奖作品展示。 □市新闻出版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