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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稿”引发诉讼频频

近两年，自媒体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呈明显上升趋
势，多个自媒体账号因涉嫌发布“黑稿”等不实文
章，被企业诉上法庭。

今年3月，美团点评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起诉自媒体“互联网分析师于斌”，称其在
多个账号内发布与事实不符的文章，侵犯了美团点评
的名誉权，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
影响，并索赔人民币 1000 万元。今日头条也将这篇
文章定义为“黑稿”，并给予该作者 4 天内不得发布
消息的处罚。

今年2月，优信二手车起诉自媒体“互联网热点
分析”，认为其发布的文章不实，企图误导公众、营
造企业负面形象，要求被告立即删除账号相关侵权文
章，停止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今年1月，淘宝公司起诉自媒体人冯东阳，认为
其文章故意混淆淘宝和天猫两家主体，要求冯东阳在

媒体中刊登公开道歉声明，以消除对淘宝的不利影
响。

时间倒回到 1 年多以前，万达集团也曾“怒怼”
自媒体。2015 年 11 月，微信公众号“顶尖企业家思
维”发布一篇文章，冒用王健林名义发布“犀利”言
论。万达集团随即发布声明，称该文误导读者，侵害
王健林名誉权，要求公开道歉，索赔1000万元。

除了企业与自媒体的“交战”，不少企业间也频
频因“黑稿”引发口水战。从手机、电商到共享单
车，台前称“友商”、背后“捅一刀”的公关伎俩，
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收益不菲造就产业链条

为何部分自媒体屡遭诉讼，成为侵权、“发黑
稿”的“集散地”？业内人士指出，这背后其实有利
益作祟。一些带有不良商业目的的企业和个人，通过
撰写“黑稿”、发布网络谣言、雇佣水军等方式，达
到抹黑竞争对手的目的，自己从中牟利，甚至形成了
一条黑色产业链。

发布“黑稿”、谣言稿，是很多自媒体“盈利”
的重要来源。有媒体报道称，一些自媒体人通过各大
平台的账号，采取以偏概全、捏造内容等方式发布文
章，吸引关注，扩大影响力。然后瞄准大型公司、知
名人士，或是请利益方在背后提供“黑料”、或是自
己炮制真假参半的负面稿件，赚取利益。

而在这些手段中，发“黑稿”的风险最大、收益
也最高。根据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一篇“黑稿”的
价格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因此有不少人铤而走
险。

“我们坚决反对以市场份额优势、关联媒体或平
台影响力优势，恶意误导公众、阻碍他人正当商业信
息的传播、损害他人合法商誉的行为。”在签订自律
公约时，多家企业表态。

有律师指出，对于自媒体发布的内容是否捏造事
实，应当由发布相关内容的新媒体承担举证责任。新
媒体擅自发布严重影响他人社会评价的言论，必然导

致他人利益受损，就应当承担责任。而对于最终损害
结果的认定，还要考虑文章的影响范围等因素来综合
评估。

多方合力才能斩草除根

面对“黑稿”，大多数企业采取诉讼的方式来维
权，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认为，一般而言，诉讼是维权的最后方式，但现在也
有很多企业会优先打官司，来澄清负面新闻的影响。
原因在于，尽管打官司有着不菲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但诉讼的澄清效果却是最好的，也是影响力最大
的。 通过诉讼，可以把这些文章揭穿，再次形成社
会热点，直接否定其内容的真实性，让整个事件更加
真实、全面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有不少企业在面对商业诋毁和网络谣言的时
候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然而面对汹涌的黑色产业
链，作为个体的企业往往力不从心。朱巍认为，如果
最终判决让造假者违法成本过低、诋毁带来的收益远
远高于其违法成本的话，还是很难起到规范整个自媒
体业界的作用，会让一些自媒体人甘愿冒这个险。

事实上，中国正从法律法规层面阻断“黑稿”等
商业诋毁行为。今年 6 月施行的 《网络安全法》 规
定，网络相关行业组织按照章程，加强行业自律，制
定网络安全行为规范，指导会员加强网络安全保护，
提高网络安全保护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而新版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同样明确，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不得制作、复制、发布、
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除了法律法规外，企业间的自律同样重要。朱巍
指出，企业间应当通过信息分享、法律支持和共同行
动建立起一整套的联动机制，推动建立更加诚信、透
明的商业生态。

对此，《反商业诋毁自律公约》明确提出，不得捏造
涉及他人的虚假信息，不传播涉及他人的具有虚假、片
面、明显恶意、无权威信息源、无法确认等性质的信息，
不虚构和歪曲地恶意宣传他人的负面信息等。

共享单车进入“洗牌期”

前段时间，马化腾与朱啸虎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一
场争论，再次引发业界对共享单车发展模式的探讨。
朱啸虎认为，突出性价比是目前共享单车市场的最佳
方案。马化腾则认为，搭配智能锁的摩拜单车更能代
表未来方向，而 ofo 小黄车的车锁还只是不够智能的

“哑终端”。据了解，朱啸虎和马化腾分别为ofo和摩拜
单车的投资人。

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共享单车领域经过近年来的
市场混战之后，业界开始寻找发展方向的缩影。在经
历了爆发式、粗放式增长后，中国共享单车开始步入
淘汰期。就在 6 月 21 日，共享单车公司 3Vbike 发布停
运公告。这是继悟空单车之后，国内第二家共享单车
企业宣布倒闭。

“共享单车的洗牌期已到来，一些资金弱、运营差
的企业或会率先被市场淘汰。”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

数据调查机构比达咨询发布的《2017年Q1中国共
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共享单车行业内马太效
应愈发明显，市场份额日趋向头部集中”。其中，ofo
和摩拜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51.9%和 40.7%，占到整体
市场比例九成以上。

如今，共享单车市场的“双雄并立”的竞争格局
逐渐清晰。一是以 ofo小黄车为代表的“轻资产+规模
扩张”模式，使用成本较低的半自动化智能锁。另一
种则是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重资产”模式，搭配具
有防盗、全球定位系统的全自动智能锁。

智能锁“背靠”大数据

ofo 重视扩张，单车随处可见，使用也成本低；
摩拜单车强调精细化运营，体验较好，但价格较贵，
数量较少。这是两家公司长期以来给外界带来的不同
印象。这种区别的背后，那把小小的智能锁是关键。

摩拜单车将智能化视为公司发展的核心，其第一
部单车就安装了包含用户身份识别卡和全球定位系统
芯片的智能锁。在摩拜单车总裁胡玮炜看来，摩拜最
大的特点是通过智能锁将用户和供给在云端进行双向
匹配。没有这把智能锁，就只能通过手机看到用户需
求，却无法在供给端随时进行匹配。这与马化腾在上
述争论中提出的“双向通信”有相似之处。马化腾认
为，“哑终端”无法做到单车与人之间的双向通信，因
此不算真的人工智能。

当下，共享单车已成为少数形成规模化连接数的
物联网终端，而这个“连接”的核心就是智能锁。

这智能锁背后连接着庞大的数据库和人工智能平
台，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数据链”：使用前，通过智
能锁的智能定位系统，有效匹配需求和供给数据，并
实现自动开锁；使用过程中，通过收集个体用户骑行
数据，为个性化服务和营销策略提供依据；使用后，
可以建立智能化用户信用体系数据库，方便日后开展
精准业务；同时，通过对骑行、投放、停放数据归拢
汇总，可以对单车投放数量和区域进行精准分配，解
决乱停单车带来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问题……

然而，智能锁虽有万般好，但“软肋”也很明显
——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据悉，最初每辆带智能锁的
共享单车成本高达 3000元。 反观搭配机械锁的单车，
成本仅约200元，搭配半自动化智能锁的“升级版”单
车成本也远低于智能锁的单车。由于成本低廉，普通
锁的共享单车不仅在押金和价格上拥有较大优势，还
能在规模化运营上轻装上阵，在全国各大城市大量投
放共享单车。

从现阶段来看，这两种锁的共享单车各有所长，
孰优孰劣尚无定论。然而，业界普遍认为，布局以大
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是共享单车市场发展的必然
趋势。没有智能化，共享单车企业只是一个单车租赁
平台，而非集合海量出行大数据的物联网系统，后者
显然是所有共享单车追求的最终目标。

人工智能成大趋势

“目前，运营平台已经逐渐脱离单纯的共享单车概
念，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国际化等方向发
展。”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表示。

虽然配有半智能化锁的共享单车把规模化发展
放在首位，但在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方面，它也在
弥补自身不足。今年，ofo宣布与中国电信、华为达成
合作，三方将共同研发基于新一代物联网技术的共享
单车智能解决方案。其开发的新型智能锁终端系统已
经在 6 月 29 日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上亮相。摩拜也在加大布局人工智能的技术提升和实
际应用。“对于摩拜来说，将加大人工智能技术支撑。
我们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希望用户更好地运用
科技，感受科技。”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夏一平表示。

事实上，依靠大数据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已经成为
全世界打造智慧城市的重要一环，共享单车智能锁背
后的这条大数据链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作为移动物
联网的典型应用场景，共享单车最终将构建起一个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平台，通过智能锁等设备收集
海量出行大数据，实现智能调度，并以大数据挖掘的
形式，在形成商业模式、提升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首先，无人便利店有设计缺陷。以近日关闭的缤果盒
子为例，便利店室内即使设有空调，内部温度也达到了
40℃，售卖的巧克力和糖霜均已融化。这样的条件下，怎
能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呢？

其次，无人便利店存在着技术漏洞。曾有体验者表
示，缤果盒子离店检测区的识别功能欠佳，不能准确识别
未付款商品，不利于防盗；怡食盒子的顾客如果在付款前
放弃了已选好的商品，则必须把商品放回货架上、清空收
款台上的检测区方能离开；亚马逊无人便利店在店内人数
超过20位或顾客拿取特定商品货架上的商品过快时，跟踪
设备便不能准确识别，仍要靠人工帮助。

最后，则涉及到消费习惯等问题。改变消费习惯不是
一日之功。无人便利店理论上选址要贴近社区，老中青三
代均可使用。但实际上，老年人一般不会在无人店铺消
费。此外，无人便利店的前期开发、后期维护都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是否能产出大于投入还是个未知数。

人们有理由担心，按照以往资本市场一哄而上的“习
惯”，很可能会出现热门概念炒作，掀起泡沫后又一哄而
散，实际上并未形成一个行业，正如这盲目开张又匆忙关
店的缤果盒子一样。

无人便利店要想真的“火”起来，以上几个“坎儿”
是必须要面对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给消费者带来
良好的用户体验、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收益、给行业发展
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倘若无人便利店只是概念炒作，只
是资本和媒体人盲目追捧的噱头，那么“虚火”早晚会
熄灭，真正的“无人便利店”就遥遥无期了。

提到非洲，你会想到什么？饥荒、贫穷亦或是赤
道上灼热的阳光……我曾经在西非海岸的加蓬共和国
度过了14个月，有幸感受到了真正的非洲。

清晨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乘飞机出发，半个小时
即可到达尼扬加省首府——奇班加市。接着在皮卡车
上颠簸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著名的卢安果国家森林
公园。

加蓬不愧为“木材之国”，一路上，道路两边的
树木遮天蔽日。这其中，成片的竹林最为引人瞩目。
一根根竹子“抱团”成放射状生长，直径足有三四
米，每一根都有碗口那么粗。有竹子，就有竹笋，在
此地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美味。不
过，芒果和饭蕉才是最得我心的。11月，漫山遍野成
熟的芒果散发着甜蜜的香气。加蓬人以木薯和饭蕉为
主食，一个饭蕉有两只香蕉那么大，煮熟或者油炸才
能吃。成熟的饭蕉酸酸甜甜，带有一股类似黄瓜的淡
淡的清香。

傍晚，三五成群的动物便从森林里探头探脑地溜
了出来。加蓬拥有非洲接近半数的非洲象和几乎全部
的森林象。雨季傍晚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一头公象
带着它的一大家子在路边的水泡子里饮水。它们身形
巨大，性情温和，但是行动异常迅速。除非它们感受
到了人类的威胁，否则绝对不会攻击人类。在加蓬，
在雨林，大象才是真正的王者。当然，如果放慢车
速，野牛、瞪羚、猎豹、野猪、猩猩也会时不时地在
车窗外闪现。尤其是猩猩，它们过马路的时候会像人
类一样左顾右盼，确定没有车才会安心穿越。

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紧邻大西洋。金色的阳光、
洁白的沙滩、晶莹的浪花、翻腾的鲨鱼，混合着海
风，整个人似乎都放松了。入夜时分大海退潮，三人
一组，一只手电筒，一个网兜再加一个水桶，便可以
在海滩上开始“捕蟹”大战了。

沙蟹是加蓬海边最常见的螃蟹，通体洁白，数量众
多，遇到危险时习惯性“装死”，所以捕捉起来一点难度
都没有。作为“徒手小分队”的一员，我曾经只靠一双
拖鞋便捉到了4只大螃蟹。回驻地后，小半桶沙蟹，红
油辣子一炒，开一打冰镇
啤酒，我们似乎把国内的
大排档也搬到了非洲。

夜深了，关灯就寝。
此时，或许会听到“地动
山摇”嘭嘭的撞击声。安
心睡吧，那是林子里的大
象在撞屋后的芒果树，捡
芒果吃呢！

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网络“黑稿”何时休
本报记者 刘 峣

日前，多家互联网企业联合发布《反商业诋毁自律公约》，引发业内外广

泛关注。这一公约旨在呼吁倡导文明的商业环境，联合打击商业诋毁，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

在企业竞争中，利用抹黑对手的“黑稿”进行商业诋毁，是近年来新

出现的互联网乱象之一。“黑稿”泛滥，演变成不正当竞争的“黑武器”，不

仅侵害了相关企业的商业信誉，也搅乱了新媒体行业秩序。业内人士呼吁，

共同打击商业诋毁乱象，促进新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

小智能锁牵大数据链
本报记者 卢泽华

无人便利店需去“虚火”
海外网 孙任鹏

7 月 10 日，仅仅开张几天的上海首家无人便利店“缤
果盒子”宣告停运。令众人惊诧的是，它是由于高温酷热
而导致关门。最近一段时间，无人便利店的资本热度越来
越高，继欧尚、大润发之后，沃尔玛也推出了自助杂货售
卖亭，北京居然之家也不甘落后玩起了“跨界”。无人便利
店的风潮正呼啸而来。然而，无人便利店要想真的“火”
起来，就得先去“虚火”。

无人便利店，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店员的便利店，消费
者自主购物。出门时，商店会自动从银行卡中扣除相关费
用。这样“新鲜”的智能高科技自然得到了投资人的追
捧，日前，某个无人便利店宣布完成 A轮系列融资，融资
额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然而，无人便利店看似火爆的背后
却隐患重重。

野味十足的加蓬
海外网 崔玉玉 文/图

海客游

随着共享单车市场不断增长，共享

单车上配备的智能锁成为业界关注焦

点。这种关注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

化腾和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之间的

一场争论中达到高潮。一把小小的智能

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人工智能

时代，这把智能锁又预示着怎样的发展

趋势？

新华社发

海外网 孙任鹏摄

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