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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行业频越“雷池”

近几年来，随着网络视频行业的迅速发展，“网红”
一词也以其独特的娱乐互动模式进入网民日常生活中。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网络直播企业有200家左右，且行业
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而有“第一网红”之称的“papi酱”
也拥有千万粉丝，影响力巨大。

然而，“网红经济”在创新网络呈现模式，获得强大
用户群体的同时，也开始逐渐“变味儿”，频频越过“雷
池”，展现出诸多隐忧。尤其是2015年以来，网络淫秽色
情事件频发，甚至还出现多起涉毒、涉赌、涉暴犯罪事
件，给网络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网红经济”之所以乱象频发，原因在于缺乏事前审
查和规范机制。以网络直播行业为例，早期的网络直播
平台在运营模式上较多推行“全民直播”模式。这种模
式允许注册用户在未经身份确认以及内容审核的情况
下，就能进行视频直播。这就为网络主播以色情等形式
吸引粉丝和流量提供了客观条件。对于这种情况，虽然
大多数直播平台都会事后作出处理，但由此产生的恶劣
影响已经在社会形成不可扭转的局面。同时，这也为网
络执法造成困境，相关部门往往只能在事件发酵之后才
能进行“被动”执法。

最严监管要动“真格”

基于“网红经济”的诸多“乱象”，实施规范管理的

声音由来已久。因此，对于“网红经济”
的监管规范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从监管的具体动作来看，官方此次突
破以往“事后”执法的做法，着力点在

“预防式”监管。
以4月 13 日百度、新浪、搜狐等 20 余

家从事网络直播的主要企业共同发布 《北
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 为例，该公约
从 6 个方面进行规定，包括自 4 月 18 日
起，各平台新申请主播要按照公约要求进
行认证。所有直播房间必须添加网站 Lo-
go （或名称） 和时间的水印。对所有直播
内容进行不少于 15 天的存储。加强对主
播的培训及引导，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公约虽是“自
律”，却有着相关执法部门的“背后指
导”，动“真格”的意味明显。比如最受关
注的“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北京市文化
执法总队就表示，将在5月公布第一批主播
黑名单，被列入名单的主播将不得再被网

络直播平台雇用。这对许多“网红”的震慑作用可谓不
言而喻。

网红经济看清“风向”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网红经济市场规模超过千亿元
人民币。短期内该行业或许将加速扩张。在这种大趋势
下，官方清除网络监管真空，引导网络规范发展的意图
十分明显。

可以预见，加强规范管理将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
内“网红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对于从业者而言，能
否看清“风向”，把握“风向”，则是其能否长远健康发
展的关键。

对此，4月25日，papi酱在面临整顿后的最新一期视
频中已经没有了过去常见的“粗口”，给网红经济的转型
规范发展带了个好头。而新浪、搜狐、优酷、百度等 20
家网络直播平台共同发布公约，本身就是就是对有关部
门净化网络风气、加强网络监管的响应。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造成“网红经济”的重新“洗
牌”，一批规范发展的网红平台将会迎来新的机遇期，实
现长远发展，而一批过去依靠“擦边球”模式吸引流量
的平台恐怕不可避免会被淘汰出局。

对此，业内人士对监管趋严多展现积极态度。公约
的发起方之一“在直播”CEO吴哲曾表示，此时主动出
击进行自我约束，即是顺势而为，帮助行业走上健康发
展的道路，也是主动迎接改革阵痛，避免危机积累过多
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同时，这也是对社会环境负责
的体现。

如何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以BAT为代表的中
国互联网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并逐步成长为全球互联网
行业的领军者。

4月26日，蚂蚁金服对外宣布，公司于日前完成B轮
融资，融资额为45亿美元，这也是全球互联网行业迄今
为止最大的单笔私募融资。普通消费者或许对蚂蚁金服
有些陌生，事实上，这只“蚂蚁”的体量十分庞大。除了与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支付宝、余额宝外，这家中国互联
网金融企业旗下还有蚂蚁聚宝、蚂蚁达客、芝麻信用、蚂
蚁花呗、网商银行、蚂蚁金融云等一系列子业务板块。

蚂蚁金服的巨额融资，显示出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
所蕴含的能量。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助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
交易成本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互联网与经济生活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互联网
的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刚需”。如今，支付宝实名用户已
经超过4.5亿，从普通的网购付款到交水电费、看病挂号
等，满足了衣食住行的多方面需求。

更重要的是，在针对农民、小微企业、老年人等人群
的普惠金融方面，互联网金融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为
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到为农村市场提供保险和信贷服务，
互联网金融确如蚂蚁一般，行动灵活、目标准确。

随着业务的拓展，国际化布局也已提上中国互联网
金融企业的日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带去了普惠与
红利，收获了经验与市场。如今，中国游客在韩国和欧洲
旅游购物，可以通过支付宝方便地办理退税；蚂蚁金服
投资了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和商务平台，并与韩国公司
发起设立互联网银行——海外市场对中国互联网金融
企业的贡献水涨船高。

如今，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已在全球新金融体系建设
中实现弯道超车，如何帮助更多的“蚂蚁上树”、促进行
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各方探索与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正处繁荣的中国互联网金融也面
临着发展中的问题。一方面是优秀企业的迅速成长与
走出去，另一方是以互联网金融为名的金融诈骗和非
法集资等事件频发。这需要管理部门建立科学的监管
体系，让互联网金融在鼓励创新和行业规范中找到平
衡。互联网金融企业更需增强责任意识，保障消费者的
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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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执法双管齐下 违法违规将被“拉黑”

最严整顿给网红经济戴“紧箍”
本报记者 卢泽华

今年被称为“网红经济”元年，然而，最近文

化部、广电总局等部门对于“网红经济”的系列动

作可谓频出重拳。从文化部公布涉黄涉暴网络直播

平台查处名单到广电总局要求《Papi酱》系列视频

下线整改，再到如今针对网络直播监管工作陆续铺

开，近期官方针对“网红经济”频频发力。业内分

析人士指出，这是国内“网红经济”火爆近三年以

来，最严厉的一次监管风暴。

文化部、广电总局等部门为何选择此时重点整

顿“网红经济”？“最严监管”对“网红经济”及其

衍生产业影响几何？

从网信产业到网信事业

在 4 月 19 日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习总书记
强调，网信事业要“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
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
展，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中国电子董事长芮晓武，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 公 司 党 组 成 员 、 总 经 理 李 跃 等 代 表 一 致 认
为，习总书记提出“网信事业”的概念，将互
联网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事业”而
非“产业”的网信行业，其宗旨在于为老百姓
服务。

习总书记提出的“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也
引发了互联网企业代表的强烈共鸣。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杨小
伟认为，网信企业要考虑如何把网信事业惠及千
家万户，惠及老百姓，要让人民能够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

如何实现习总书记对网信事业发展的希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
长、党组副书记陆益民坦言：“让老百姓用得上、
用得起、用得好网络，成为我们面临的艰巨任
务，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

陆益民说，网信事业
离不开基础网络和基础通
讯服务能力的提升。2016
年以来，中国联通积极落
实网络强国、宽带中国战
略、“互联网+”行动计
划以及国务院提速降费的
部署，并且加大了 4G 网
络的建设，加强了固网相
关设施的建设。

李跃强调，网信事业
不能靠单打独斗，而要增

强信息共享，共同交流经验。

建设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
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
步推进。”陆益民说，网络安全和发展要聚焦网络
信息安全的体系建设。

杨小伟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安全和发展要
同步推进”。据他介绍，“中国电信在整个组织架
构、工作机制，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等
方面全部进行了梳理，认真落实名制，确保用户
的信息和数据安全，增强网络安全。”

浙江远望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傅
如毅提出建议称，落实我国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顶 层 设 计 ， 首 先 应 从 法 律 法 规 和 政 策 层 面 入
手，明确各层级职能和目标；其次，健全各级
信息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机制，以网信办
为龙头，探讨风险驱动安全、问题驱动安全、
绩效驱动安全的新思路、新方法，尽快形成信
息安全治理体系。

针对“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话题，李跃在发
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总
体战略，以推动宽带中国战略的有效落地。“在
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要狠抓物联网业务发展。目
前，物联网是很多行业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重

要抓手，中国移动将大力推动像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发展，切实把创新发展融入日常工作的各
个方面。”

网络技术人才亟待转型

在座谈会上，网络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被频频
提及。代表们认为，人才建设是发展网信事业的
基础，无论对于核心技术的突破，还是网络空间
的治理都至关重要。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更迭，企业对新技术
人才的需求迫切。“我们深刻体会到，创新驱动实
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要激发创新活力，尊重创
新、创造的价值。”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副总裁
李永华表示。

陆益民提到，中国联通过去是传统运营商，
大量人才从事传统通讯。下一步将特别注重 IT、
IP、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方向的人才储备和队伍培
养，同时在内部搞活人才激励机制，通过体制机
制的保障留住互联网建设人才。杨小伟也表示，
中国电信的内部人才较集中于传统基础网络领
域，在互联网核心技术方面相对欠缺，需要做一
些大规模的人才引进计划，通过几年时间实现电
信人才转型。

联想集团副总裁戴京彤从国际化的视角分析
了人才培养和引进的紧迫性。他表示，对于包括
联想在内的在国际化进程中逐渐壮大的中国企
业，全球化人才的储备十分重要。构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人才智力体系十分必要。

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在吸引全球人才的雄
心壮志之外，引进人才的方式也值得反思。中科
曙光总裁历军坦言，目前的人才引进政策尚有值
得改进之处。“大家都知道IT核心技术在硅谷，我
们过去挖几个人到北京来工作就叫在全球范围内
引进人才。如果一家中国的企业在硅谷设立了一
家独资的研发机构，这些工作人员算不算我们引
进的人才？让他们稳定在硅谷为我们中国的企业
创造核心技术，似乎也是一种方式。”

网企代表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建言献策

“网信事业”如何惠及百姓
海外网 王 岭

4月25日下午，中央网信办召开贯彻落实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座谈会精神互联网企业家座谈会。20余位互联网企
业代表就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信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展开热议，为网信工作的发展建言献策。

企业代表纷纷表示，“网信事业”概念的提出，体现了
互联网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核心技
术、网络安全、人才建设等则成为构筑网信事业的基石。
各个互联网公司需加大合作力度，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
千家万户，并为中国经济转型注入活力。

海外网直击海外网直击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和新华社等多
家中央媒体的记者走进台州，采访了杰克缝纫机股
份有限公司、飞跃集团、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
司、海正药业等多家民营企业，听企业负责人讲述
他们坚持实业、创新转型的开拓故事。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和民营经济创新
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台州的民营经济占经济
总量的 90%以上。中国第一家经工商注册的股份合作
企业、第一个支持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政策文件、第
一家民营汽车企业、第一条股份制高速公路、第一家
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均诞生于台州。

“飞跃集团最大的财富是有这些勤劳肯干的员
工。”在采访中，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飞跃集团
创建于 1981 年，自 2008 年应对危机实现转型升级以

来，坚持科技创新，目前主要从事高端装备制造和再
生资源环保产业。

“工匠精神推动杰克不断转型升级。”杰克控股集
团董事长阮福德表示，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到
国内缝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21年的时间，杰克坚持
只做制造业。“打造全球缝制设备第一品牌，是我们的
杰克梦。”

“星星便洁宝的智能卫浴国内领先，‘智’造之路
越走越宽。”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朝阳
告诉记者，近一年来，以自主品牌为主的浙江星星便
洁宝有限公司，在“智造”上发力，狠抓“品种、品质、品
牌”，一举甩掉了亏损18年的帽子，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道路。

（海外网 乔 畅 谢 明摄影报道）

中央媒体走进“台州‘智’造”中央媒体走进中央媒体走进““台州台州‘‘智智’’造造””

◀图为杰克控股集团董事长阮福德
（左三） 在未完工的新厂区向记者们
讲述杰克的核心价值观“聚焦、专
注、简单、感恩”。

▲图为浙江星星便洁宝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朝阳 （左一） 向记者介绍智
能马桶投放市场前的高强度试验。

▶图为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
宝在集团的展示大厅回首三
十多年创业创新转型路，感
慨万千，更信心百倍。

▼图为海正药业集团操作间。通过
发展智能制造，海正药业改变传统
的生产方式，迈向现代智能制药新
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