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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多
令人不安的因素，而俄中双边
关系是平衡、友好、向前的。
对世界而言，俄中关系最重要
的意义就是起到了稳定性作
用。”大使杰尼索夫大使面对海
外网镜头如是说。

俄中两国人文交往日益活
跃是中俄关系平衡稳定的重要
见证。2019 年，俄罗斯全国统
一考试首次将汉语作为了选考
科目。杰尼索夫大使本人就是
个“汉语通”，在中国工作了40
年，学习中文的时间更是长达
50 年。谈到俄罗斯近来兴起的

“汉语热”时，他表示：“越来
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汉语感兴
趣，我朋友的孩子们，他们从
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学
习汉语。”

不只是学汉语，中国现在
已经成了俄罗斯人的热门话
题。杰尼索夫大使兴奋地表
示：“你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俄罗
斯网民谈论看中医、练武术、
吃中餐”。他说，现在俄罗斯的
中餐馆越来越多，以至于自己
回莫斯科时都要问中国朋友哪
家中餐馆更好，而他们回复有
两条标准：有中国厨师掌勺和
中国顾客光顾才是正宗的中餐

厅。
谈及经济领域合作，杰尼索

夫表示，上世纪 90 年代在俄驻
华使馆工作时，俄中双边贸易额
仅为 50亿美元，“当时我们也提
出 100 亿美元的目标，但当时觉
得实现起来很困难”。实际上，
2018 年俄中双边贸易额达到创
纪录的1070.6亿美元，中国已成
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

目前双方在能源、农业等
传统领域的合作发展很快。俄
方也希望高科技产品在双边贸
易投资比例中进一步提高。杰
尼索夫透露，他自己就正在使
用一部华为手机，也曾将华为
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送给莫斯科
和圣彼得堡的亲戚，“我更希望
看到两国贸易产品中出现更多
的高科技含量商品，我希望未
来更多的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到
俄罗斯。”

“用完即走”这四个字最近却被一些不法
分子盯上了。近日，一个号称不仅能督促参
与者早起，还能赚钱的小程序“早起挑战
团”在部分人群中迅速流行。看似两全其美
的背后，小程序却成了不法分子“骗完即
走”的平台。

事实上，“早起签到”的骗局手法并不复
杂。从规则上看，每名参与的用户先交一点
保证金，每天早上按时用手机签到，就可以
瓜分没有签到的人的保证金，似乎没什么不
妥。但不久就有人发现，运营商可以任意更
改“早起签到”后台数据和签到规则，故意
造成用户无法签到的情况，用户所缴纳的保
证金成了运营商碗中可以任意享用的“唐僧
肉”。用虚构事实或真相的方式，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骗取数额巨大的财产，“早起签到”
的小程序骗局给人们提了个醒：面对花样翻
新的小程序，还得多留几个心眼。

小程序确实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据
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微信上已经推出 100
万个小程序，互联网上有超 150 万开发者和
5000 个第三方开发平台。然而，小程序平台
由于开发简单、方便易学，经常被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成为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以“小程
序诈骗”为关键词在网络上搜索目前显示“共
有 5230000 条相关内容”，从“冒牌”公司推销
代理业务，到诱导商家签订子虚乌有的合作合

同，不法分子利用用户的信息不对称，把微信小程序当成诈骗的
“温床”，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

维护小程序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多管齐下。首先，微信
平台应当承担监管责任，加强对开发者的约束，完善违法犯罪
行为的识别系统、举报系统，及时发现不法微信小程序并将其
下架，堵塞可能出现的漏洞。其次，立法机构的相关立法和政
策要及时跟进，为执法部门和平台及时采取监管措施提供相关
依据。再次，监管部门可以建立工作协作平台，进行信息共
享，以便提高对非法小程序精准打击的时效和力度。最后，每
一个用户应当承担起公共责任，不断提高使用微信小程序的媒
介素养，遇到违规违法情形能够敏感意识并及时举报。

总之，面对不断“裂变”的互联网骗局，必须提高警惕心
和辨别能力。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骗局就是骗局，永远真不
了。只要人人都绷紧风险这根弦，必定能赢得一个风清气正的
网络环境。

充分利用每个车位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慧停车服务
平台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车主只要
打开手机，登录相关手机客户端，就
可以查询附近的空闲停车位，并可以
通过导航轻松抵达停车位，不仅方便
停车，还可以减少因盲目寻找停车位
带来的交通压力。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吕德文表示，人们对汽车的需
求逐渐提高，但受到城市规模的限
制，停车位的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增

长。智慧停车由此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车主出行最大的需求

是停车。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
致车主无法准确了解目的地停车场的
使用情况。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后发现
无法停车，不仅增加了有限的道路资
源负担，而且影响了车主的心情。一
些相对隐蔽的停车场又很可能处于空
置状态，这就造成了资源浪费。智慧
停车的最大作用就是将资源整合，通
过将一个城市停车位信息录入系统，
车主通过手机就可以快速查询目的地
附近停车位的使用情况，从而化解信
息不对称的矛盾。”吕德文说。

加强整治停车乱象

对停车乱象，中国一直不断加强
治理力度，但车辆随意乱停、路边商
户私自占道的现象仍比较普遍，严重
影响了交通秩序。

智慧停车的出现，将极大提高停
车位利用率，改善城市停车环境和交
通状况。然而，恶意拖欠停车费用的
例子时有发生。有网友甚至宣称，自
己每次取车时，都声称自己不是车
主，只是代人挪车，从而达到停车不
交费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庆表示，目前很多
城市尚未出台针对智慧停车欠费追缴
的有效措施，这就导致智慧停车服务
平台面临很大的运营压力。

“以日本为例。过去日本在经济高
速增长时期也曾遭遇过严峻的停车难
的问题。但以 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为契
机，日本建立起完善的停车法律体
系，并对固定停车位、规划停车场和
路侧停车场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规
定。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除了尽
快出台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外，还应
该对扰乱停车秩序、恶意拒付的行为
进行起诉追缴，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
治力度。”李国庆说。

大数据整合资源

解决停车难问题、改善居民生活
环境，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宜

居城市的一项重要工作。灵活运用大
数据，将停车位资源整合，并推动停
车位资源共享或许是一个可行办法。

吕德文表示，推动停车位资源共
享，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
有诸多因素。“比如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是否愿意在非工作时段把车位拿
出来共享；很多小区管理严格，外来
车辆无法进入；居住在本小区的车主
下班回家后发现错峰停车的车辆没有
按时开走，又该怎么办？这些因素都
导致共享停车现在推进缓慢。”吕德
文说。

李国庆建议，政府部门可以设立
专门的停车位建设管理机构，从而将
分散的停车位位资源统一到一个平
台、一张图上，从而化解共享停车面
临的政策性问题，“比如，政府和企事
业单位，可以利用昼夜和双休日，向
周边小区私家车开放。此外，商场或
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晚上也可以对外
开放，不仅能够减少不少交通压力，
也能够带动居民小区的停车位共享。”

“在一些发达国家，地下停车、地
上高层塔库式立体停车场等形式多种
多样，有效提高了城市的土地利用效
率。政府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停车位的建设和运营，这
些停车场均已采用 ETC （电子不停车
收费系统）、视频识别等智能技术管
理，提高了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和便捷
性。我们要大力推动停车产业的智能
化，积极发展准时高效的公共轨道交
通，真正破解城市停车位紧张的难
题。”李国庆说。

视频乱象蔓延音频

上班路上听听音乐、空闲时间听听小说……近
年来，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
音频行业发展迅速，俨然成为资本青睐的风口。

据尼尔森网联与蜻蜓 FM 联合发布的 《网络音
频节目用户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网络音
频节目听众规模已达 6.61 亿人。与网民结构相比，
网络音频节目听众呈现明显的年轻化、高质化、高
知化、白领化趋势。此外，获得独享、高品质内容
分别以 35%和 32%的占比成为网络听众付费的主要
原因，除了知识与技能外，不带实用意义的精神愉
悦也是用户付费的主要动力。

然而，在给用户带来愉悦和知识的同时，网络

音频行业的无序发展也带来了诸多乱象。其中最显
著的便是“涉黄”。一些网络音频平台为追求流
量、吸引眼球，利用算法技术向用户推送违背社会
公序良俗的音频内容；有的音频直播平台藏污纳
垢，任由主播传播性暗示、“娇喘”等色情淫秽信
息，甚至引诱用户跨平台从事违法违规交易；有的
音频即时通讯应用以私密社交、一对一社交为卖
点，公然传播招嫖卖淫等违法犯罪信息；有的网络
音乐平台传播所谓“色系神曲”，宣扬“二次元文
化”“亚文化”。

此前，网络视频直播平台曾存在较严重的涉黄
现象，经过多次整治和严格监管，已经得到了有效
遏制，但类似的乱象却悄然向音频直播平台蔓延。
例如，一些音频平台出现了“磕炮”等涉黄服务，
用户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便可以接受主播的“订

制服务”；还有的音频类主播在 ASMR （“自发性
知觉经络反应”，通过各类模拟音效缓解人的精神
压力） 类节目中，传播含有色情暗示的内容。

未成年人易受影响

内容频频触碰红线的同时，部分网络音频平台
的管理制度也形同虚设，任由未成年人注册、访问
各类良莠不齐的内容。

数据显示，20—29 岁网络听众占网络听众总
人数的 38.08%，47%的“90 后”为网络音频节目
付过费。但据调查，不少网络音频 APP （应用程
序） 不需要实名认证，甚至不需要注册，直接绑
定社交账号即可登录。由于缺少“防火墙”和

“过滤网”，网络音频平台的违法违规行为，极容
易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影响。

有专家表示，相关音频提供方因为利益的诱
惑，把目标群体扩大到未成年人身上。由于青少年
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更容易成
为被牟取暴利的弱势群体。

面对五花八门的音频直播，平台如何监管？
一些平台表示，虽然建立了相关识别系统，并建
立了监控团队，但对内容的管理难度依然不小。

目前，网络音频内容的监管存在着“老办法不
好用、新方法用不好”的难题。专家表示，与图
文、视频等内容形式相比，音频由于不具有直观
性，对人工监控依赖度较高，审查起来具有一定难
度，目前很多网络音频平台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内
容监管体系。

通力合作创新监管

据悉，目前已有不少技术公司和互联网平台推
出了音频监测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音频
的内容进行识别和实时检测。虽然相关技术已经成
熟，但一些平台考虑到研发投入、人力成本等因
素，使用动力不足。

面对网络音频的内容乱象和监管难题，专家和
业内人士指出，平台、研发企业、监管部门需通力
合作，探索建立可复制推广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的智能监管系统等手段，以实现网络音频行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违法违规
音频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遏制行业乱象，督促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国家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坚持标
本兼治、管建并举，在进行集中整治的同时，推
动音频平台企业规范发展、创新发展，支持和鼓
励主流媒体生产更多网民喜闻乐见的优秀音频内
容，引导广大网民积极参与优质音频创作活动，
社会各方共同努力，营造主旋律高昂、正能量充
沛的网络音频空间。

云中漫笔

【编者按】
2019年6月起，人民日报海外网推出“我在中国

当大使”系列访谈，全媒体展现外国驻华大使的工作
生活，我们将在“报、网、端、微”等媒体平台展
示。欲了解更多，可以扫码关注。

俄罗斯驻华大使：

把华为手机作为礼物带回国
海外网 聂舒翼 赵文浩

采访现场。 海外网 唐 哲摄

对26款违法违规音频平台，采取了约谈、下架、关停服务等处罚

网络音频：先正音，才好听
本报记者 刘 峣

乱象频发的网络音频，到了规范“正音”的时候。近日，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

门，针对网络音频乱象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对音频行业进行全面集中整治。根据群众

举报线索，经核查取证，首批依法依规对吱呀、Soul、语玩、一说FM等26款传播历

史虚无主义、淫秽色情内容的违法违规音频平台，分别采取了约谈、下架、关停服务

等阶梯处罚。

网络音频遍地开花，已成为满足人们在碎片化时间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网络

音频平台的野蛮生长和无序发展，同样滋生出污染网络环境和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诸多

问题。只有遏制乱象、规范发展，才能促进网络生态持续向好。

在深圳，市民在懒人图书馆试听有声书。 资料图片在深圳，市民在懒人图书馆试听有声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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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查询空闲车位 整合城市交通资源

智慧停车，让你不用抢车位
海外网 栾雨石

如今，停车难已成为很多城市面对的共同问题。尤其是在热

门地段，由于找不到停车位，驾驶人违规乱停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停车难”，很多城市作出了探索，通过引进人工智能系

统，整合城市停车资源，有效缓解了这个难题。

2018年5月31日，沈阳市智慧停车平台上线试运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