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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擦边球”等行为仍存

不久前，四川省自贡市容县公安局发布通报称，2018
年以来，女主播唐某某为博取眼球、增加粉丝和视频观看
量，在农田中拍摄穿着鲜艳暴露、佩戴红领巾的捕鱼视
频，并以“宜宾盈盈”账号在快手平台先后上传剪辑后的4
段视频，视频播放量高达300余万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警方依法对唐某某予以行政拘留 12日并处罚款
1000元，责令其删除相关视频。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唐
某某的行为正是当前网络直播中最常见的乱象之一——
传播低俗文化。

“现在的网络直播乱象与前几年有着很大不同，与
涉黄涉暴等违法违规行为相比，现在更多的是侵犯他人
隐私、宣扬封建迷信、传播低俗文化等乱象。”朱巍
说，“像女主播衣着暴露戴红领巾捕鱼这种低俗行为，
在网络直播中比较常见。事实上，这种现象几乎从网络
直播出现时就已存在，与色情等违法行为相比，这种行
为主要是违反公序良俗，更多是处于一种比较隐晦的灰
色地带。”

衣着暴露、动作具有性暗示、直播污言秽语、公然
调侃南京大屠杀……近年来，有关网络直播不当行为的
新闻常见诸报端。这些行为与违法违规行为并不完全相
同，本质上是一种打“擦边球”行为，因此也使部分主
播有机可乘。

除了打“擦边球”外，关于网络直播的边界也引发争
议。2018年，有个别主播以网约车为载体，在顾客不知情
的情况下直播接单过程，而被直播对象多为女乘客；今年
4 月，明星陈某带孩子逛街时被斗鱼某主播进行直播，陈
某对此非常不满并怒斥该主播。诸多新闻事件将网络直
播乱象一次次拉入人们的视野中。

利益驱使部分主播钻空子

据第 43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3.97
亿。如今，用户观看直播的习惯基本养成，且观看频率
高、付费意愿也较强，加之移动直播平台的崛起，直播

的门槛大大降低，开始变得人人可直播、一切皆可直播。
有业内人士认为，网络直播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市场吸

引了风投资本和直播从业人员竞相涌入，也因此造成了网
络直播环境的鱼龙混杂、乱象丛生。

近年来，网络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许
多人因此迈入直播行业，成为职业或兼职主播。然而，
直播的低门槛使主播不必经过资质和素质的严格审核，
在网络直播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驱使下，部分主播毫无
规则和法律意识，不断以突破法律底线、侵害公序良俗
的方式获取关注，进而获得粉丝打赏，甚至谋取暴利。
而有些热门主播在收到大量粉丝追捧后，也逐渐忽略了
人气主播需承担引导公众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责任。此
前，网络主播天佑就因在直播中用说唱形式详细描述吸
毒后的各种感受被国家网信办实施跨平台封禁。

与此同时，灰色地带为网络乱象的滋生提供了空
间，对于一些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目前并没有很明
确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惩处，这使得部分主播得以
钻空子。

钻空子的不仅有主播，还有网络直播平台。对于网
络直播乱象，网络直播平台并不能置身事外。直播平台

如明知主播违法违规而不加以制止，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目前，网络直播平台在主播和直播内容审核上均存在

极大漏洞。经过多轮治理，国内的主流直播平台在主播管
理、内容把关、现场监管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形成较为
完善的自查自纠规则，可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小直播平台，
通过一些非法方式、地下方式来传播，直播内容多以淫秽、
色情、裸露内容居多。

构建信息共享黑名单体系

为了营造清朗的直播环境，事实上，监管部门对于
网络直播乱象的整治早已展开，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法规。

自2016年12月1日起，国家网信办实施《互联网直
播服务管理规定》，对于直播资质、内容管理、信用体系
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给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划定了底
线。按照《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平台应当建
立内容审核平台和信息审查机制，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直播及其互动内容实施先审后管。一
些直播平台也陆续出台管理规则，对主播和用户的行为
进行规范。2018年2月7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深
入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的“净网 2018”专项行
动，当年全国共取缔关闭淫秽色情等网站1.2万个，挂牌
督办网络淫秽色情直播大案要案44起。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网络直播乱象整治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果，但由于直播行业的违规成本太低，监管
成本过高，因此还会有“漏网之鱼”。针对目前存在的打

“擦边球”和低俗行为，可采取列举式将法律禁止直播的
内容、行为等具体化，从而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同
时，应构建信息共享的黑名单体系，防止违规网红换个

“马甲”再次出现。
业内人士认为，网络直播不是主播关起门来自娱自

乐，而是面向大众的表演。直播平台也不是仅仅提供一
个平台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那么简单。应当建立起预先
防范机制，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建立直播主体资
质审查机制或职业主播培训机制。相关部门也必须综合
运用多种监管措施，共同发力，既封停拉黑违规账号，
又没收违法所得，甚至可以关闭违规直播网站，避免直
播平台沦为滋养违规网红的温床。

违规网红们换上“新马甲”继续博眼球

网络直播乱象咋这么“顽强”？
本报记者 何欣禹

近年来，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网络直播中淫秽色情、暴力血腥、诈骗骗捐等违法违规现象已大大减少。然而不容忽
视的是，一些网络直播乱象如今换上了“新马甲”，不健康甚至违法内容仍不时出现在网络直播间。

去年6月，几则关于“卖茶女骗
局”的新闻，曾在网络上引发了广
泛关注。诈骗实施者在社交网络上
假扮为美丽动人的“卖茶姑娘”，先
通过较长时间的聊天与受骗者建立
信任，之后再以“外公生病”“茶庄
装修”等借口骗取对方钱财。其
中，仅是在广东惠州摧毁的一个诈
骗团伙，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近240
名，冻结资金3200万元。

此后，“卖茶女套路”虽在网络
上 变 成 了 “ 段 子 ”， 但 其 施 骗 过
程，实质是所谓“养号”团队的不
法行径。

2015 年 2 月，国家网信办发布
了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
定》，其中指出“互联网信息服务
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
自愿’的原则，要求互联网信息服
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
注册账号。”

在日趋严格的实名制要求下，
不法分子为了获得大量无法追溯背
后真实用户的网络账号，已形成一
条分工明确的“养号”、恶意注册黑
色产业链。

犯罪手法往往相似：手机“黑
卡”卡商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大量
手机卡，用于注册账号，之后再通
过批量注册设备通过网站平台验
证，获得大量账号。为了躲过相关
平台对于“僵尸号”的判断和封
禁，“养号”团队“应运而生”，目
的就是为了“养活”违规账号。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如今“养
号”团队的服务之“周全”实在令人“眼界大开”。
系统可以让新账户自动添加好友、发布状态。下游

“服务商”还可以提供相关银行卡号甚至朋友圈内
容。在一番“装扮”之下，“假账号”倒反而真的

“活”了起来。
网络实名制的深入实施，能够从源头上掐断“养

号”黑色产业链。对于平台来说，需要从技术层面提
高平台识别“假号”的能力，符合实名制的技术要
求，切实履行好自身的监督责任。对个人用户来说，
也应保持警惕、提高自己对于骗局的辨别能力，不给
不法分子可趁之机。对监管部门来说，应严厉打击

“黑账户”，守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做好全流程监管工
作。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应跟上网络违
法犯罪手段和方式的新变化，真正做到“实名又实
人”，为公众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互联网使用环境，
引导“实名制”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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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郭德鑫绘

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 （左五） 领取2019年SKYTRAX五星航空公司奖牌

当地时间 2019 年 6 月 18 日，国际航空评估机构
SKYTRAX 在巴黎航展上宣布，来自中国的海南航
空公司从全球航企的多轮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连
续九年蝉联 SKYTRAX“五星航空公司”，并再度拿
下“世界最佳商务舱舒适用品”、“中国最佳航空公
司”和“中国最佳航司员工”等单项大奖。同时，
在 今 年 SKYTRAX “ 全 球 航 空 公 司 TOP10” 榜 单
中，海南航空前进至第 7 位，成为中国内地唯一入
围和蝉联该项荣誉的航企，优秀民族航企再度闪耀
国际舞台。

品质源于专业，服务源于细节，在超过800多个
服务领域，只有持续为旅客提供优质的五星级服务的
航空公司，才能获得由SKYTRAX官方认证的五星级
航空公司荣誉。SKYTRAX 每年会对世界范围内的
450多家航空公司的机场及机舱内的各项服务品质进
行全方面的审核评定，从地面到客舱，SKYTRAX用
600条评价项目进行多角度的评价。为了得出最公正
的结果，SKYTRAX评价人员也会以客人的身份去选
乘航空公司的航班亲身体验得出结论。备受推崇的

“全球航空公司 TOP10”榜单由 100 多个国家的近
2500万游客投票得出，结合全球旅客对产品服务、机
上娱乐、空中膳食等多个维度的评价调查进行综合分
析，最终得出排名。

海南航空是一家于 1993 年在海南成立的民营航
空公司，在变化莫测的航空市场中历练成长，成为全
球并享誉世界的知名航企。海南航空 26 年的发展历
程，正是改革开放背景下民营企业奋发向上的时代缩
影，是践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特区精
神的真实写照。以匠心服务全球旅客美好出行，海南航
空这张新时代的“海南五星名片”已经享誉海内外。

真情服务旅客出行，民族航企享誉世界

为了满足更加国际化、多样化的旅客需求，海南
航空不断升级各类产品，满足旅客深层次需求。其与
英国知名设计公司普睿谷合作，历时2年完成对客舱
环境、空地服务用品及服务标识等一系列全面的视觉
接触点设计升级；推出全新海航会员体系，为常飞旅
客提供更丰富的权益；搭载了机上 WIFI技术，同时
开放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 （PED） 使用，实现空中接
入互联网；在地面，海南航空邀请香港著名设计师梁
景华倾力打造具有自然美感的“海翼堂”国际贵宾
室；在机上服务方面，推出 Hai 系列“HaiChef 海品
空厨”、“HaiStudio 海玩娱乐”、“HaiDream 海享好
梦”特色产品，其中，“HaiChef海品空厨”为旅客呈
现海南航空与米其林餐厅、五星级酒店等业界知名厨
师合作推出的星级地道美食，以万米高空的珍馐美馔

开启五星航空的“梦享飞行”体验，成为空中服务的
一大亮点。

2019年4月26日，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带领管理
团队在时隔近 26 年后，再度作为客舱服务人员为旅
客提供服务，传承海航“店小二”服务精神，传递中
国民航“真情服务”理念，感恩旅客对海航长久以来

的支持。海南航空秉承“以客为尊”的企业理念，以
“店小二精神”树立服务口碑，真情服务全球旅客，
坚持26年初心不变，用匠心铸造五星服务品质。

SKYTRAX 主席爱德华 （Edward Plaisted） 曾表
示：“海南航空获此荣誉，是海南航空高质量航空运
营品质最好的见证，海南航空不仅在航空服务领域走
到了国际前沿，其品牌综合实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得到了全球旅客的认可。”

云中丝路畅达全球，品质服务通联五洲

今年，适逢中国与挪威建交 65 周年，海南航空
于5月15日正式开通北京－奥斯陆直航航线，这是海
南航空在北京承运的第9条欧洲直飞航线。海航集团
董事长陈峰在应邀出席5月16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
庆祝中挪建交 65 周年经贸座谈会上表示，该航线的
开通展现了海航集团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搭建“空中桥梁”所做出的贡献。
潮起于改革开放、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时代，

海南航空成立 26 年来，在党中央、海南省委省政府
和民航局关怀指导下，顺应时代浪潮、把握历史机
遇，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海南岛展翅飞向全球各
地。作为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海南航空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空中支点”的服务者，大力开辟国
际航线，打造“一带一路”空中走廊。几年间，先后
开通了北京－布拉格－贝尔格莱德、上海－特拉维
夫、深圳－布鲁塞尔、长沙－伦敦、北京－蒂华纳－
墨西哥城……国际航线网络日趋完善。截至 2018
年，海南航空及旗下控股子公司共运营国内外航线
2000 余条，其中国内航线近 1800 条，国际航线 244
条，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通航境
外63个城市。

加强航线网络拓展，贡献“美丽中国”建设

近年来，海南航空紧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构建起长短搭配、日趋丰富的国际航线网络，除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门户复合航空枢纽拓展国际
航线外，海南航空还积极加码西安、深圳、成都和重

庆等区域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开通了包括西安－罗
马、重庆－巴黎、深圳－苏黎世在内的多条欧洲直飞
航线。

海南航空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的大好机遇，持续加大投入运力资源，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与深圳市政府、机场合作开创

“深圳+海航”政企合作新模式，大力开通深圳始
发国际航线，今年 5 月 30 日，海南航空正式开通深
圳－罗马直飞航线，在深圳始发国际和地区航线达
到 20 条，助力深圳国际客运航线突破 50 条。这不
仅在深圳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中具有重要的里程
碑意义，而且对促进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粤港
澳 大 湾 区 建 设 、 扩 大 区 域 对 外 开 放 都 具 有 重 要
意义。

作为扎根 26 年的本土企业，海南航空不忘初
心，始终秉承海南30年发展的“特区精神”，将自身
发展融入区域振兴、国际旅游岛建设之中，加大深耕
海南自贸区经济建设的力度。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
开通海口－罗马、海口－新加坡、海口－悉尼、海
口－墨尔本等 10 余条海南始发国际及地区航线，航
线网络覆盖日韩、澳洲及东南亚，延伸至欧洲，构建
了海南通达世界的航线网络，为实现海南打造自由贸
易区 （港） 和打造美兰国际机场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
的目标提供了助力。同时，海南航空在促进海南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人才流通、提供就业等方面也作出
了杰出贡献。

海南航空坚持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低碳
经济建设作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将企
业使命同保护、改善自然环境相结合，持续推进“绿
色航空”品牌计划。2018年，海南航空通过加强对节
油主体管控，开展机组加油符合度管控、Circle Fly
运行、单发滑入等 30 个节油项目，扭转燃效下滑趋
势，年度累计实现节油12.5万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39.38 万吨。自 2008 年开始海南航空实现累计节油
55.21 万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约 173.92 万吨，相当
于 6.6万亩森林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以实际行动
贡献“美丽中国”建设。

2019 年，适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海南航空始
终保持与党和国家同频共振，凭借世界卓越航企的五
星服务，积极投身“一带一路”空中走廊建设、“民
航强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等号召之中，不断完善航线网络，加快国
际化步伐，在为全世界旅客带来舒适、安全、温馨
的乘机体验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贸易往来、经济
发展搭建畅通的“空中桥梁”，向全球展现中华民族
世界级航空品牌的形象，成为链接世界与中国的东
方之窗。 （海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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