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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理念不能旧 管理更要新

规范管理二手交易平台
本报记者 刘 峣

技术赋能AI选角

今年 2 月，优酷、天猫等几家平台联合打造了
一款街舞选拔类综艺节目，通过人工智能的筛选和
评估，并对受众以往观看内容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对
比，节目选出了相关嘉宾做队长。同时，人工智能
平台还发现，节目播出中的“临别感言”环节收视
率下降明显，节目组便决定减少该环节的比重，更
好地优化产品。

由人工智能来选出角色和嘉宾，甚至参与视听行
业的节目制作过程，已不鲜见。

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爱奇
艺创始人龚宇介绍了当前AI在爱奇艺节目制作中的广
泛应用。从媒资系统到选角、从 IP 评估到动态插帧，
AI都是其中重要辅助，爱奇艺已将人工智能技术贯穿

到平台的创作、生产、分发、播放、变现和交互整个
生态环节。

技术的发展不断促进着网络视听产业的变革，
海量内容、便捷的信息获取也在重塑着用户的使用
习惯，同时，也赋予了用户独一无二的视听体验。
如今，愿意为视频内容付费的人逐渐增多，行业竞
争愈演愈烈。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会在未
来的网络视听产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其
向纵深发展。

数据算法精准推送

利用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算法，在海量内容中做到
为用户“私人定制”，并不是件新鲜事。在几年前这种
技术就广泛地运用到了视频网站的内容推荐当中。如
今，随着技术发展的不断深入，大数据在视听行业的
运用领域日益拓宽。

利用大数据，在网络视听平台精准制定排片，同
时，也能够有针对性地来面对用户精准投放广告。比
如，如今很多视频网站都纷纷涉水“自制剧”，剧情制
作完成后在自家网站上线播放。依靠大数据，网站能
够相对准确地把握用户对剧情的偏好和观看习惯，以
此来安排剧集更新时间。有些综艺，也依靠算法，获
取到了受众画像、年龄分层、学历水平等等，为广告
的精准投放筑基。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
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王延峰曾在一次论坛中指出，
基于算法的推荐系统早已广泛运用于在线视频、在线
音乐、电子商务等多个场景中，而个性化技术显著提
高了推荐影片的被接受度。显而易见的是，当前数据

和算法能做的已远远超过推荐用户“看什么”的程
度，“几点看”、“如何看”、“边看边买”……这些行为
也在悄悄被技术的力量所影响着。

优化体验前景广阔

技术革命无疑在重塑着用户的视听体验。
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

的规模已达到 6.09亿，占网民总体的 76%，较 2017年
底增加3014万。如此庞大的受众背后，是巨大而可观
的市场。用技术的进步来优化视听产品的使用体验，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结指
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智能硬件等技术和
终端的快速发展，网络视听行业的发展得到强劲助
力，并推动视听新媒体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同
时，网络视听企业也加强了对新技术的投入，应用于
内容生产的多个环节。

在未来，技术的发展也会推动整个网络视听行
业的全面升级。生产优质内容、留住会员，用技术
和硬件相结合，为用户带来更多、更广泛的优质观
赏体验。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要小心技术被“滥用”。用户
的观剧习惯是一手数据，若是分发的广告数量过多反
而会影响观赏体验，久而久之用户黏性会降低，得不
偿失。同时，过度强调“个性化定制”也有可能会落
入“信息茧房”，影响用户观赏类别更广泛的视听内
容。不过，技术这把“双刃剑”若是用好了，必定会
助力视听体验升级。接下来，人工智能也可能在内容
的创作、投资和审核、分发营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日 前 ， 有 网 友 发 帖
称，自己在网上购买某品
牌鸡尾酒后，有一位自称

“客服”的人主动联系他，
告知他获得了一张“一等
奖”奖券，只需支付邮费
和手续费，便可免费获得
一部苹果手机。兴奋的该
网 友 在 与 客 服 人 员 沟 通
后，确信活动是真的，爽
快地支付了相关费用。几
天后，该网友收到了一个
印 有 苹 果 标 志 的 手 机 外
壳，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临近年终，有许多大
品牌、大平台纷纷推出优
惠活动，吸引大众眼球。
这其中，各式各样的抽奖
活动纷纷许下丰厚礼品，
备受消费者青睐。可是，
总有一些不法平台进行虚
假宣传，搞虚假抽奖，由
于监管不到位导致相关隐
私 信 息 泄 露 等 多 方 面 因
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面对花样百出的网络
抽奖活动，很多人往往都
是抱着“参与一下又不吃亏”“正好我有对某
些产品的需求”“万一我中大奖了呢”之类的
态度。很多不法平台和不法分子正是抓住了人
们这种心理，故意设置诸多诱导陷阱，比如赠
送一些虚假的优惠券等，骗取消费者上钩。因
此，广大网友应树立安全消费理念，不要盲目
填写个人信息参与各类抽奖活动，以防“馅
饼”变“陷阱”。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抽奖的套路
越来越多：有的商家提前聘请部分“托儿”，现
场参与抽奖活动，给消费者营造门庭若市的氛
围；有的公众号为吸引消费者参与，假借其他
商家的名义，刻意编造中奖产品，给消费者造
成参与活动商家众多、中奖商品琳琅满目的假
象；有的商家刻意使用第三方软件，将每一次
抽奖的奖项、概率随意进行设置，甚至将“一
等奖”的中奖概率设置成零……诸如此类的例
子还有很多。

尽管我国已出台相关领域的法律予以惩
戒，如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就规定，经营者
不得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
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违反者由监督检查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罚款。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违
法行为将更为多样化且更具迷惑性、隐蔽性，
这就迫切需要出台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同
时，相关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进一步消除监
管盲区，防止中奖黑幕的出现，依法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杰夫·劳森是云通信公司Twilio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在加入 Twilio 之前，杰夫就积攒了丰富的创业和技术经
验，他曾是著名企业NineStar（纳思达）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
技术官，也是亚马逊网络服务的首批产品经理之一。

在底特律长大的杰夫·劳森，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技术特
长和企业家才能。12岁时，他就通过制作活动视频成立了第
一家公司。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两个男孩的父
亲，这时的他，不仅是一名摄影爱好者，还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研究新的软件和硬件项目。在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中，杰夫
发现即时通讯可以大大地提高人们沟通的效率，而内置于社
交软件的通讯设置更让社交变得有趣、高效，于是他带领技
术团队开始开发、推广这一通信服务。2008年，杰夫与朋友
联合创立了云通信公司 Twilio，该公司致力于帮助开发者在
其应用里融入电话、短信等功能，大型社交平台 Twitter （推
特）、Facebook （脸书） 和WhatsApp （瓦次普） 都是Twilio通
信服务的客户。

其实，首次将通信引入软件世界的并不是杰夫·劳森，
Twilio 的服务也谈不上独一无二，不过，不同于其他公司一
次性与大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并提供整合服务的做法，Twilio
直接提供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API （应用程序接口），让即
时通讯触手可及。杰夫希望，这种便捷的通讯方式能够改善
人们的社交状态，真正地改变生活。

不仅如此，杰夫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2017 年 8 月，
一名美国男子在社交媒体上宣扬种族主义观点，随后开车撞死
他人。几天之内，Twilio 的服务条款就改变了，明确禁止将其
产品用于仇恨言论，恐吓、煽动针对任何人的暴力，或是对任何
人采取带有偏见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杰夫
认为，“我们都有责任保证我们不只是在打造一家好公司，而是
在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位硅谷的首席执行官希望，每一个
业界的同行都能拾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让通信技术改变生活
的同时，也有助于建立更美好的社会。

消费升级助推

“二手经济”，是指消费者通过转售、
交换等交易方式处置闲置物品或服务，以
获得收益。方兴未艾的“二手经济”正处
风口之中，据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的数
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闲置物品交
易规模已达 5000亿元，并以每年 30%以上
的速度增长。

可观的市场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腾
讯、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的抢滩。有研究
显示，目前二手交易市场中，几家多环
节参与的二手交易平台已基本占据行业
头部，流量优势比较明显。除此之外，
由于综合业态间相互关联的紧密，一些
综合电商的二手交易平台也收获了不少
流量。

为何二手交易能够从不起眼的“跳蚤
市场”一跃成为一门“大生意”？业内人
士称，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发展，消费结
构的升级带来了存量经济，给二手交易市
场提供了成长空间；消费观念的转变则给
用户和平台创造了成长机遇。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张
莉说，中国的二手交易平台具有一些独有
的特点。例如市场活跃度更高，经济体量
大；有电商大平台参与，发展空间大；二
手商品品类丰富，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
择；产业链条长，一体化程度高，物流服
务等能够保驾护航。

陷阱层出不穷

虽然在网上进行二手交易的消费者越

来越多，但不少人都曾有过不愉快的经
历。货物真假、交易及时性、信用惩罚
机制、交易双方信息等方面的“坑”，让
二手交易平台时常遭遇消费者质疑。

质量问题是出现最多的场景。与新商
品不同，二手交易大多发生在个人与个人
之间，对于商品的新旧、好坏等理解不
同，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导致二手交
易平台频繁出现真假难辨、以次充好等问
题，由此引发的买卖争议也屡见不鲜。在
此过程中，平台很难从事中和事后进行监
管。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
员赖明明认为，二手市场具有“柠檬市
场”特点，即信息不对称，产品的卖方对
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这导
致交易中容易出现欺诈行为。

与此同时，由二手交易平台引发的诈
骗行为频繁出现。不法分子通过冒充客
服、发送钓鱼链接等方式，绕开平台进行
交易，骗取买家和卖家的“保证金”。日
前，有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在二手
交易平台遭遇此类骗局，激起了不少网友
的共鸣。

专家表示，我国对二手交易没有特殊
性的法律规定，由于依据的法律跨度太
大，造成执法难度也较大。二手交易平台
应该加强对卖家的信用资格的审查审核，
如果发生诈骗，平台应协助消费者追回款
项，如果无法追回，平台也应对消费者的
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管理规范出台

有二手交易平台负责人表示，目前消

费者急切需要平台提供居间服务，例如平
台在买卖双方交易中提供质量检测、提供
统一的价格标准参考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交易体验、更加
信任二手交易。

针对二手交易平台的诸多问题，日
前，商务部发布了 《互联网旧货交易平台
建设及管理规范》 公开征求意见函 （下称

《规范》）。业内人士称，这一规范有望为
二手交易平台套上“紧箍咒”，真正发挥
二手交易平台促进资源循环的作用。

在平台建设方面，《规范》 从技术
性、安全性、功能性和建设机构等方面提
出了63条具体要求。其中在旧货质量管理
方面，旧货质量鉴定应符合相关规定，宜
实行品质分级；经过鉴定，品质达不到相
应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得销售；商户对

旧货进行维护、修理、加工、改造、翻新
后，应承担其产品质量责任。

在安全性方面，《规范》 要求平台应
具有数据加密、系统用户认证、基于角色
的审计能力；支持对交易状态的监控，支
持异常交易的处理；支持对通过网络交易
的数据进行数据加密处理；支持以网页提
示、短信提醒、邮件提醒等方式对异常情
况进行提示。

而在经营活动管理上，平台应对商户
的信用情况进行监控与记录，建立并完善
网上交易的信用评价体系和交易风险警示
机制。应当加强提示，督促站内经营者履
行有关法律规定和平台管理制度，增强诚
信服务意识，倡导良好的经营作风和商业
道德，对违法违规经营的站内经营者，平
台经营者应暂停或终止其交易。

在闲置物品借享平台上，工作人员将闲置物品情况进行登记后张贴出来方便居民借
用。 资料图片

在闲置物品借享平台上，工作人员将闲置物品情况进行登记后张贴出来方便居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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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劳森：

让通信改变生活
海外网 严珊珊

新技术助力网络视听腾飞
本报记者 孙亚慧

人工智能帮助制片方选出谁是最适合的演员，大数据为用户

画像后精准推送广告内容。技术的发展正在网络视听行业中扮演

日益重要的角色。对用户来说，未来的网络视听环境或许会向着

越来越智能的方向发展，眼前的内容，或许从选角那一刻起，背

后就藏有新技术的“大脑”。

2018 中国网络视听新技术与节目展交会，全面展
示了网络视听领域的优秀创新成果。

张大满摄(人民图片)

2018 中国网络视听新技术与节目展交会，全面展
示了网络视听领域的优秀创新成果。

张大满摄(人民图片)

经历了“双11”的爆买，家里多余的闲置物品往哪儿放？从二手交易平台

卖出去，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数据显示，去年，有近8000万中国用户成为线

上二手交易平台的消费者，预计今年用户规模将超过1亿人。

在电商巨头的支撑下，蓬勃发展的“二手经济”“闲置经济”成为消费升级

的写照。与此同时，二手交易平台的种种问题和陷阱，也让人感慨“套路”之

深。平台的健康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