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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网站会被约谈？

“约谈”是这两天很受网友关注的一个词
语，尤其对于国内的网站而言。

近期，网易、新浪接连因违反《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被
国家网信办约谈。“约谈”工作机制逐渐步入业界
及网民视野。

业界分析“约谈释放的信号”，称这是 2015
年国家网信办重拳整治互联网空间的举措之一；
网民感叹“互联网违法举报原来不是走过场，举
报电话可以有信心去打”；而对于其他新闻网站
而言，也是自查和严格内部管理的一个督促。换
句话说，网易和新浪被约谈存在的问题，也给其

它网站指出了整改方向和整改要求。
那么，哪些网站会被约谈？
2015 年 2 月 2 日，国家网信办约谈网易公司

负责人，指出的关键问题就是，网易在提供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过程中，存在严重导向问题。

也就是说，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也是网络媒体要承担的首
要社会责任。

而新浪被约谈，则是因为“违法违规问题突
出”。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了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单位不得传播的11类内容。但是，据国家
网信办有关业务局负责人指出，2015年以来，互
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接到涉及新浪的举

报6038件，其中4月份仅前8天就达1227件，居
主要网站之首。举报集中在传播谣言、暴恐、淫
秽色情、诈骗、宣扬邪教等违法信息及歪曲事
实、违背社会公德、炒作恶俗低俗信息等。

此外，网易也好，新浪也罢，在约谈中，都
存在违法转载新闻信息等问题，新浪还有账号审
核把关不严、抢发散播不实消息等问题，破坏了
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侵犯了公共利益，造成了
社会不良影响。

治理有决心有手段

而国家网信办在对网易、新浪的约谈中指
出，若整改不符合要求，或者整改期间继续出现
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直至依法停止
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国家网信办如此重拳出击展示了其治理网络空
间，有决心、有手段，不走过场。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强调，目前，互联网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各类网上违法行为
和不良信息举报，设立社会举报电话、举报网
址、举报邮箱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全社会监督
作用和发挥广大网民的监督作用。“通过对举报
有功人员予以奖励，鼓励网民积极举报，确保网
络环境干净、清朗。”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国家网信办将修订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建立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审批、监管、考核、年检、处罚一体化的
管理体系。其中，对于“年检”，国家网信办明确表
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年检工
作，年检是互联网管理的重要手段，要通过年检督
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依法办网，进一步规
范网络传播秩序，要将年检工作和日常监管结合
起来”。

业界专家表示，近期，国家网信办对网站加
强管理的一系列举措如“约谈”释放了鲜明的信
号，就是网络空间的治理“不走过场”，而网络
媒体作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更要自律，积极传
播正能量，严格依法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切实承
担起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

约谈违规网站，“不走过场”
本报记者 徐 蕾

约谈违规网站，“不走过场”
本报记者 徐 蕾

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有人说微
信像我们最亲密的爱人，是我们一
睁眼就想看到，一看不到就会想念
的对象。能获得这种评价正是因为
微信抓住了社交软件的本质——

“私密”。人与人相识，到朋友，密
友，甚至情侣，最后夫妻，关系深
化的过程，也是隐私一步步不断彼
此分享的过程。可如今，越来越多
的人在微信中分享秘密的时候迷失
了，他们开始变得抗拒，开始疏远

“朋友圈”。究其原因，是因为“朋
友圈”被形形色色的“广告”和

“虚假信息”所占据，让曾经简单
的小圈子变得复杂起来。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永远
都不知道朋友圈里哪个人会成为下
一个代购。当你乐此不疲地把自己
认为值得看的读的东西分享到朋友
圈的时候，突然发现朋友圈的氛围
不那么美了，有人夺走了你的心灵
鸡汤，硬生生地塞给你一幅九宫格
推广信息图。你想要反抗，却无能
为力，因为除了朋友的广告，微信
自身也开始做起广告生意。对于朋
友圈广告，虽然微信官方表示：广
告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广告可
恶，而是广告不懂用户，我们试图
做些改变。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个
善意的谎言，改进后的广告数量依
旧偏多，众多的微信公众号也加入
了投放广告的大军中来。

据网友调查显示，对于朋友圈
广告，有 50%的人是无法接受的，
27%的人持理解态度，还有 3%的
人不关注，只有17%的人赞同。虽
然朋友圈里出现广告营销是正常现
象，这个和微博、QQ广告营销相
似，但朋友圈的组成毕竟是一个是
由熟人关系链构成的小众、私密的
圈子，它不该像微博或QQ那样开

放，因此控制微信广告的数量，细
分微信广告的传播对象显得尤为重
要。

其次，我们每个人的关注点和
兴趣面是有限的，如今的朋友圈里
充斥的各种虚假信息，干扰了我们
对于正常信息的接受，恶化了朋友
圈的环境。很多虚假信息是亲人或
朋友发的养生保健知识，警惕各类
骗局、寻人寻物等，仔细分辨便能
看出真假，像生吃土豆可以治疗癌
症，你的几个小动作可能把财神爷
吓跑之类的文章，仅看标题就哭笑
不得，但由于是亲朋好友所发，无
法屏蔽，只能任由这些伪科学、科
普帖占据朋友圈中的有限位置。这
些虚假信息拉低了朋友圈的质量，
潜藏着巨大的危害。例如治疗各种
疾病的虚假信息，如果被没有甄别
能力的患者或其家人看到，按照所
说的方法盲目尝试，很可能会耽误
正常的就医时间，重则危及生命。

微信上的虚假信息屡禁不止，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微信平台属于
熟人网络、小众传播，各种信息的
转发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又由于微
信本身的私密性，使得辟谣和彻底
清理难上加难。要想根治这些虚假
信息，微信只能从源头抓起，在技
术层面出台更多应对谣言的措施，
加大对虚假信息的打击力度，对创
作虚假信息的账户进行封号和惩
罚，将虚假信息扼杀在摇篮中。

新媒体时代孕育的不应只是
丰富的互联网产品，更重要的是
完善这些产品带给用户的体验。
微信朋友圈从产生到现在已快到 3
周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去探
索，唯有关心用户体验，以用户利
益为重，才能把朋友圈这块“奶酪”
做得更好。

日前，记者在博鳌论坛见到佛
光山星云大师。他告诉我，近期有感而

发，写了“贫僧有话说”系列评论，有一部分是
对台湾媒体说的话。

很快，记者收到了佛光山发来的相关文章，其中，星云
大师讲到对台湾媒体环境的“期许”，轻松诙谐。星云大师这样

说：“蒙媒体某些女士先生经常在电视、报章批评贫僧，大师都很感
念，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僧，遭受一些批评、议论，也是替大师的人生增

添一点彩色。”
记者曾经在台湾驻点住过一段时间，打开台湾的电视节目，尤其是谈话节

目，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谩骂”“挖苦”“嘲讽”，有的时候，嘉宾、媒体人甚至为了
“谩骂而谩骂”，原因很简单——博收视率。网络新媒体也有这一现象。

“某些同台湾媒体‘清算’佛光山的财产说有130多亿元 （新台币，下同），
其实何止于此？”星云大师说：“其中，南华大学有 40多亿，佛光大学 60多亿，
普门中学有20多亿，均头国民中小学和均一国民中小学有近20亿，老人仁爱之
家、孤儿院，还有佛光山的建设等，总花费应该不只500亿吧！”接着，大师话
锋一转，“佛教徒大多守贫，纵有公共的寺院财富，亦为寺院所有、社会共
有，都用之于社会大众。”

其实，之前，对于台湾的媒体环境，星云大师也曾建言台湾媒体应少报
些耸动、刺激的新闻，多一点温馨、正面新闻，以文化智慧教育民众。此
次，他更是在文中说，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地方，希望爱台湾的人
们，不要嫉妒别人所有，不要仇视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诋毁信

仰。“能安于贫，所以能建设很多的寺院；能安于贫，所以有那许多
人缘。”“假如台湾没有这许多宗教里的寺院、教堂、宫庙、道

观，还是多彩多姿、安定和乐的美丽宝岛吗？”
大师直言，为了佛教许多“贫僧”，为了他
们未来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这个时

候，代表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是谁动了你的
“朋友圈”

王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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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星云大师““对话对话””台湾媒体台湾媒体
徐徐 蕾蕾

“靠脸”吃饭的时代来了。不
久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在德国玩的一场“刷脸秀”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在这次活
动中，马云向德国总理默克尔与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演示了
蚂蚁金服的“Smile to Pay”扫
脸技术，利用“刷脸支付”从淘
宝网上购买了 1948年汉诺威纪念
邮票。这么炫酷的举动也让许多
网友们不淡定了，更大呼：“马云
这个不靠脸吃饭的男人，终于干
了一件‘刷脸’的事。 ”

据 了 解 ， 马 云 展 示 的 “ 扫
脸”支付技术是由蚂蚁金服和北
京旷视科技旗下的 face++平台合
作研发，在购物后的支付认证阶
段通过“扫脸”取代传统密码。

早在 2013 年的愚人节，支付
宝官方微博对外发布了一个名为

“空付”的宣传片，短片中消费者
对着镜头摆个鬼脸，系统也可以

“支付成功”。几天后，面对这个
当时引发一片热潮的短片，支付
宝官方表示，这只是他们在愚人
节和用户开的一个小小“玩笑”。

两年后，“愚人节玩笑”不再
只是任性的玩笑，漂洋过海的

“刷脸”技术也站上国际舞台开起
了“国际玩笑”。然而，面对如此

“任性”的支付宝，任性的小伙伴
也有这样的质疑，“刷脸识别准确
么？”

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计
算机人脸识别的准确率竟然已经
高于人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
晓鸥此前在计算机视觉国际顶级
会议 CVPR2014 上曾发表论文，
称计算机算法识别人脸的准确率
已经达到 99.15%，而肉眼识别的
准确率大约在97.52%。

而作为世界领先的人脸识别
平台，Face++Financial 人脸识别
技术在LFW国际公开测试集中更
是达到世界最高的 99.5%准确率。
同时，运用“交互式指令+连续
性判定+3D 判定”的技术，其人
脸识别防伪攻击的能力也已经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此次作为“刷
脸”后端技术支持的北京旷视科
技公司市场与品牌部总经理谢忆
楠表示，他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做
到十万分之一的误识率，也就是
说这对双胞胎可能刷 10 万次脸
才会认错一次。

“刷脸”更刷“经济”。就在
“刷脸帝”马云刷脸支付后的第二
天，A 股人脸识别概念股强势突
围，汉王科技、欧比特、科大讯
飞大涨并刷新近期高位。据悉，

目前 face++平台已经在和一些银
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刷脸”支付正在掀起一股热
潮。我国有 13亿人口，这决定了
人脸识别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
从 2010年开始，国内人脸识别产
品市场快速增长，从6.7亿元增长
到了2014年的14.9亿元。

现在，除了阿里，去年 4 月
百度发布百度钱包时提出了“刷
脸付”功能。随后，除了互联网
大佬，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在悄悄
布局“刷脸”技术。而近期，腾
讯马化腾也抢食“刷脸”支付，4
月 13日，腾讯财付通宣布与公安
部所属的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
询服务中心达成战略合作。

刷脸技术俨然已成为“下一
个风口”，当大佬都在抢着布局，
我们最关心的是，它何时“才到
碗里来”？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提高，刷脸支付的时代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