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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新型导弹武器
装备加入战斗序列

近日，火箭军在某导弹旅组织新
型号导弹武器装备授装接装仪式，标
志着这个导弹旅由组建扩编、试装试
用，转入全面形成作战能力的新阶
段。这次整建制装备该导弹旅的武
器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中远程弹道
导弹。它核常兼备，可实施快速核反
击，能对陆上重要目标和海上大中型
舰船实施常规中远程精确打击，是我
军战略威慑和打击力量体系中的新
型利器，是作战部队“杀手锏”武器中
的骨干力量。它的正式列装，标志着
火箭军战略能力又有了新的提升、发
挥“三个战略作用”又有了新的战略
选项。近年来，火箭军大力加强核反
击与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持续
增强战略威慑制衡能力，新型武器装
备建设实现新突破，多种新型号导弹
武器陆续装备部队，持续强化型号配
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
力量体系，“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
效毁伤”核心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俗恶搞的
视频内容之所以能在网络空间大行其
道，与平台的纵容不无关系。在资本
的推动下，部分视频平台瞄准“流量就
是收益”的盈利模式，在准入门槛和内
容审核上降低要求。

据易观智库不完全统计，近三年中
国短视频行业发生的投融资额累计超过
136亿元。百亿资本进来了，自然要求
回报。艾瑞咨询的研究报告显示，广告
是现阶段短视频行业的主要盈利模式。
2017年短视频市场规模达57.3亿元，同
比增长184％。预计2020年短视频市场
规模突破300亿元。此前有消息称，在
今年完成新一轮融资后，用户规模最大
的快手市场估值将达到百亿美元级别。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6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整体营收
达到218.5亿元，平台数量250多家，用户
规模3.44亿。网民总体渗透率达47.1％，
其中30岁以下网民渗透率73.6％。

为了博取巨量广告收入，一些视
频平台打着“算法中立、机器推荐”的
旗号，不但不制止违规账号的行为，反
而通过重点推送、置顶显示等方式，对
低俗内容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
被网民称为“低俗的搬运工”。

事实上，再先进的算法和技术，也需
要价值观引领。快手CEO宿华近期表
示：“算法的背后是人，算法的缺陷是价值
观的缺陷。”业内人士指出，监管重拳出击
不仅让视频平台追逐的流量大幅缩水，更
将影响其动辄百亿美元的估值，而后者对
平台的持续融资和发展至关重要。

直播吃灯泡说唱教吸毒
靠“吸睛”有平台估值数百亿
网络视频业乱象调查

新华社电 在直播中吃灯泡，裸
露肢体进行性挑逗；在短视频中用
说唱详细描述吸毒感受，爬上巡逻
执勤的警车踩踏，传播“未成年人怀
孕生子”……

近期，因大量传播挑战道德底
线甚至触犯法律的内容，快手和今
日头条旗下网络视频平台被主管部
门责令整顿。

如此低俗的内容何以能大行其
道？背后“推手”是什么？监管
“落锤”后网络视频业将何去何
从？围绕公众关心的问题，记者
进行了调查。

低俗恶搞打色情擦边球
青少年是主要受害者

不久前，在短视频平台快手上，通过
“晒”早恋早孕的“网红”杨清柠和孩子父亲
王乐乐吸引了上千万“粉丝”关注。一时
间，该平台掀起了争当“全网最小妈妈”“全
村最小妈妈”的风潮，并通过算法推荐功能
推送给更多用户。

这并非快手首次爆出挑战公众道德底
线的事件。在国内网络视频行业，这类乱
象也比比皆是，给青少年带来的不良影响
尤其令人担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一项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年底，全国共有网
络视频用户近 5.79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
达4.22亿。团中央下属机构日前发布的一
项调查显示，网络短视频的主要受众群体
是青少年，搞笑逗趣是短视频吸引大批受
众的最主要原因。

据记者调查，进行网络直播、发布网络
短视频的人群，一部分是以此为职业，如网
络主播等，以出位内容博得眼球进而赚取
收入，另一部分则是出于新奇、炫耀等心
理，折射出当下青少年生活方式单一、心理
健康教育缺失、法律意识淡漠等问题。

约谈、整改、下架，今年以来，主管部门
频出重拳，给一路狂飙的网络视频行业踩
下了“急刹车”。

2月，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关停下
架蜜汁直播等10家违规直播平台；3月，新
闻出版广电部门要求网站不得擅自对原创
视听节目作重新剪辑、重新配音、重配字
幕；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网信办
先后责令今日头条、快手整改。

靠“吸睛”有平台估值数百亿，沦为“低俗的搬运工”

商业创新不能“无底线”，严监管“护航”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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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沃源米业有限公司为推动农业基地发展，喜迎公司成立 12 周年庆
典， 公司隆重推出两种富硒大米特惠活动方案： ①10000 元一次性获得 15000
元等额积分，和 680 斤价值 10200 元富硒大米的米票，领米自由，米票永不作
废；②10000 元分次获得价值 16000 元的等额积分，和分 10 次共获得 1200 斤价
值 18000 元富硒大米的米票，米票永不作废。

凡是凭此信息直接到公司参加活动的，送港澳、云南等旅游业务的补贴。
活动名额有限，有意从速！

港澳、云南旅游补贴送！ 送！ 送！

公司地址：花园路纬一路交会处西北角新闻大厦 21 楼 D 号
咨询电话：0371-56610828���56058819

富硒大米特惠来袭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
“瀚宇·天悦湾 7 号院 A、B、E 地块”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
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郑州瀚宇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瀚宇·天悦湾 7 号院 A、B、E 地块，位于荥阳市
兴华路与滨河西路交叉口西南侧， 占地面积 73589.98 平
方米，建筑面积 228723.57 平方米，容积率 2.9958，绿化
率 35.48%。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资信良好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
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
时间和地点：1、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4
月 16日 -2018年 4�月 20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6 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
“瀚宇·天悦湾 9 号院 A 地块” 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
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的瀚宇.天悦湾 9 号院 A 地块，位于荥阳市龙港路与
兴华路交叉口东北侧，占地面积 41574.47 平方米，建筑面
积 184297.78 平方米，容积率 2.495，绿化率 37.64%。 二、
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的物
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
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和地点：
1、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4 月 16 日
-2018 年 4 月 20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
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6 日

称某药酒是“毒药”
广东一医生被跨省抓捕

广东医生谭某在网上撰文吐槽鸿
茅药酒是“毒药”，遭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警方的跨省抓捕。
该案经媒体曝光后，受到广泛关注。

据凉城县警方4月15日午间通报
的消息，2017年 12月 22日，内蒙古鸿
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到凉城县公安局
报案称：互联网上有人对“鸿茅药酒”
进行恶意抹黑，称鸿茅药酒是“毒
药”。网上的大量不实言论和虚假信
息，致多家经销商退货退款，给鸿茅国
药股份有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上述通报称：凉城县公安局于
2018年1月2日立案侦查，经查《中国
神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系广州谭某
所写，并在网上进行大量传播，谭某
的行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凉城县公
安局于 1月 10日对嫌疑人谭某采取
刑事拘留强制措施。1月25日经检察
机关批准对其逮捕。目前案件已依
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据报道，谭某现年 39岁，2010年
中南大学麻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获医师资格证书和临床执业证
书，曾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担任麻醉医师，担任过制药公司的医
学事务专员和顾问，2015年起自主创
业开办医药科技公司。

谭某目前没有从事临床方面的
工作，而是开了一家OTC药品和化妆
品的销售公司。谭某此前与鸿茅药
酒方面并不认识，没有任何生意上的
往来。据新闻晨报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
也不清净。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统
计，各视频平台在 2016年至少放出了
40部包含严重不良信息的直播内容。
去年 4月，一男子网络直播枪杀路人
后，发布平台“脸书”也成为众矢之的。

2015年法国政府宣布，互联网公
司将需要为在其平台上发布的违法内
容负责。德国规定，2018年起网络平台
必须在 7天内删除用户举报的非法内
容，24小时内删除或屏蔽违法言论，否
则将面临最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沈逸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包括商业创新，都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目前，部分网络视频平台已经给出
了整改措施。抖音表示，将进一步提高
内容审核标准，将 6000人的运营审核
队伍扩大到10000人，并且增加权威媒
体内容的分发。快手则与浙江大学合
作定制“内容管理操作手册”。

“直播的技术浪潮刚刚兴起，行业的
发展不可限量，从长远来看，此次整治行
动对主流视频网站也是一次巨大的机
遇，那些利用低俗内容吸引流量快速扩
张的企业将失去生存空间。”欢聚传媒有
限公司战略顾问陈洲说。

业内人士指出，在经历了飞速发
展和乱象整顿后，网络视频的未来发
展存在无限潜力。事实上，网络视频
也并不只是“秀场表演”，其在政务、
公益等方面仍有极大的价值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