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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审后播
弹幕也要审核

《规范》明确，网络短视频平台应
当积极引入主流新闻媒体和党政军机
关团体等机构开设账户，提高正面优
质短视频内容供给。网络短视频平台
实行节目内容先审后播制度。平台上
播出的所有短视频均应经内容审核后
方可播出，包括节目的标题、简介、弹
幕、评论等内容。

关于审核员制度，《规范》提出，网
络平台开展短视频服务，应当根据其
业务规模，同步建立政治素质高、业务
能力强的审核员队伍。审核员应当经
过省级以上广电管理部门组织的培
训，审核员数量与上传和播出的短视
频条数应当相匹配。原则上，审核员
人数应当在本平台每天新增播出短视
频条数的千分之一以上。

将共享
“违法违规上传账户名单库”

《规范》明确，网络短视频平台应
当建立“违法违规上传账户名单库”。
一周内三次以上上传含有违法违规、
重大违法内容节目的 UGC（用户原创
内容）账户，平台应当将其身份信息、
头像、账户名称等信息纳入“违法违规
上传账户名单库”。

各网络短视频平台要对“违法违规
上传账户名单库”实行信息共享机制，
对名单库中的人员，各网络短视频平台
在规定时期内不得为其开通上传账
户。根据上传违法节目行为的严重性，
名单库中的人员的禁播期分别为一年、
三年、永久三个档次。

短视频平台
应设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系统

在内容方面，《规范》明确，网络短
视频平台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

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剧等各类
广播电视视听作品，不得转发 UGC 上
传的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剧等
各类广播电视视听作品片段。在未得
到 PGC（专业生产内容）机构提供的版
权证明的情况下，也不得转发 PGC 机
构上传的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网络
剧等各类广播电视视听作品片段。

网络短视频平台应当遵守国家新
闻节目管理规定，不得转发 UGC 上传
的时政类、社会类新闻短视频节目，不
得转发尚未核实是否具有视听新闻节
目首发资质的 PGC 机构上传的时政
类、社会类新闻短视频节目。

网络短视频平台应当建立未成年
人保护机制，采用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
在线时间予以限制，设立未成年人家长
监护系统，有效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视
频。

不得宣传
“非主流婚恋观”等内容
《细则》明确，损害国家形象的短视

频将被一律禁止。包括篡改、恶搞国
歌，在不适宜的商业和娱乐活动中使用
国歌，或在不恰当的情境唱奏国歌，有

损国歌尊严，以及节目中人物穿着印有
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的服装鞋帽，通过
抖动、折叠印有头像的服装鞋帽形成怪
异表情等。

损害民族与地域团结的内容也将
被禁止。包括通过语言、称呼、装扮、图
片、音乐等方式嘲笑、调侃、伤害民族和
地域感情、破坏安定团结的内容。

“宣传和宣扬丧文化、自杀游戏”，
“展现同情、支持婚外情、一夜情”等，由
于属于宣扬不良、消极颓废的“三观”，
将被禁止。

《细则》明确禁止展示淫秽色情，渲
染庸俗低级趣味，宣扬不健康和非主流
的婚恋观的内容。包括“展示和宣扬不
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态”“宣扬和炒
作非主流婚恋观”“展示呻吟、叫床等声
音、特效”等。

《细则》规定，网络短视频不可侵犯
个人隐私，恶意曝光他人身体与疾病、
私人住宅、婚姻关系、私人空间、私人活
动。破坏生态环境，虐待动物，捕杀、食
用国家保护类动物等内容均不得出现
在短视频中。

据《新京报》

近年来，随着移动短视频
爆发式发展，网络诈骗有了新
花样。相关举报平台提供的
数据显示，近期由用户举报的
短视频“刷赞”欺诈事件时有
发生，不法分子利用网民的虚
荣心理，谎称可通过技术或人
工手段进行“刷赞”“刷评论”
等服务，进而诈骗用户钱财。

短视频诈骗，听起来有些
不可思议，但翻看案例就会发
现上当受骗的人还真不少。
有的人用视频内容吸引用户
加好友，冒充微商骗钱；有的
人在视频平台发布“红包返
利”的活动信息，一旦得手就
玩消失；还有的人以“免费领
取苹果手机”为借口套取用户
信息，索要“快递费”“手续费”

“所得税”……《中国移动互联
网 2018 半年大报告》显示，短
视频行业用户规模目前已突
破5亿；与此同时，85%的短视
频用户年龄在24岁以下，这些

“95 后”或“00 后”，好奇心强、
社会经验少，甚至还存在一些
贪小便宜的侥幸心理。庞大
的用户规模加上匮乏的防诈
骗意识，短视频自然成为不法
分子绝佳的牟利途径。

如此严峻形势，需要监管
部门、平台运营商和用户共
同抵制。当前短视频市场鱼
龙混杂，大量资本和广告不
断涌入，对监管部门来说，必

须切实肩负起审核信息和保
护用户的责任和义务，加强
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对平
台运营商来说，一方面可以
从技术层面加强对视频内容
的审核力度，比如人工智能
审核、关键词屏蔽、指纹识别
对比、视频标签添加等手段
守好入口关；另一方面，平台
也应完善举报投诉机制，比
如在醒目位置设立投诉举报
标志，方便用户及时举报投
诉。对广大用户来说，要提
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信
短视频平台上带有营销、汇
款等性质的视频，更不要轻
易向对方转账，若发现被骗
应立即报案。

除此之外，国家还可以从
立法层面进行一些完善。比
如，参考已经全面推行的火车
票实名制，完善对短视频平台
的实名制注册，既及时有效地
对短视频发布者进行监督，对
不法分子进行打击，也可以减
少平台内容乱象等问题。

总之，铲除网络诈骗的滋
生土壤、保障人们的财产安全
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需
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有效落
实。只有社会各方同心协力、
协同发力，才能真正营造风清
气正的互联网空间。

据《人民日报》

■新规要求审核弹幕、评论等 ■短视频平台应设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系统

1月9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正式发布《网络短视频平
台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100条。

《规范》和《细则》针对网络视听领域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分

别对开展短视频服务的网络平台以及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的标准进
行规范。《细则》明确了21类、100项内容，“丧文化”“一夜情”“非主流
婚恋观”等都不得出现在短视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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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让学校使用捐赠新课桌”
云南省镇雄县教育局:不存在

网络短视频节目将先审后播

1月8日，演员袁立在
微博上转发了一则信息称

“这个残疾老师收到了很
多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
包括课桌椅和电视，但是
云南省镇雄县政府，不允
许老师和学生使用爱心人
士捐赠的物资，不允许他
们接受采访，现在这位残
疾老师和学生们依旧在破
旧的教室上课，新的课桌
椅政府不让用，还每天派
人监视他们”。上述内容
引发网友大量关注和热
议。

当天，云南省昭通市镇
雄县教育局回应表示，，罗
汉坝小学属村级以下“一师
一校”点，现有教师两名，学

生 13 名，属于综合利用教
育教学资源、提高基础设施
使用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撤并的校点，拟于 2019 年
春季学期整体并入诸宗村
中心寄宿制小学。

罗汉坝小学收到的爱
心人士捐赠的洗衣机1台、
毛毯 1 床、被子 1 床、保温
瓶 1 个已使用。学校考虑
到目前统一配发的标准学
生课桌椅（35张桌子，27个
凳子）没有损坏，可以满足
当前使用，决定将爱心人
士捐赠的20套桌椅暂时保
存，在 2019 年新学期开学
后，在新校点使用，并不存
在“新课桌政府不让用”的
情况。

近日，自称是河南省鹤壁市
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的网友发
帖称，该校出台新规，学生不得在
上课时段回宿舍。由此，无课学
生无处可去，导致有人翻墙进入
宿舍楼。

记者了解到，河南省鹤壁
市职业技术学院于今年 1 月 6
日发布一份通知。其中提及，
上课时间公寓楼门落锁，晚上
按时熄灯，上课时间学生不能
在寝室逗留。有课学生正常上
课，无课学生到图书馆或者自
习室学习。

针对此事，该校工作人员
表示，近期出台的管理新规主
要是为了保证课堂出勤率，从
实施效果来看，确有帮助。

针对质疑，校方也一一作出

回应。“目前学院共设三个年级，
三年级学生均在校外实习，一、
二年级学生课程安排较满，所以
不会出现大批学生集体无课的
情况。”

学院工作人员介绍，为落
实新规，在公寓楼门落锁时，会
安排工作人员查寝，有特殊原
因的学生将被允许留在寝室
内。目前，大部分师生对新规
表示能够接受，学院也已经对
出现翻墙等抵触行为的极个别
学生进行教育。

学院宣传部工作人员称，
目前新规仍属于试行阶段，如
果新规部分细节与大多数人的
需求构成冲突，校方会根据情
况进行调整。如果新规能够被
广泛接受，将继续执行下去。

日前,有网友质疑济南趵
突泉为风水养海豹，其中一只
海豹眼睛还有伤。趵突泉官
方微博 1 月 8 日发布声明称，

“趵突泉养海豹为风水说”为
不实报道，景区泉水养海豹由
来已久，2003 年已取得驯养海
豹的相关许可证；有一只海豹
眼睛发炎，经动物饲养专家会
诊后确诊为角膜炎，此为海豹
在淡水养殖过程中常见病。

声明中称，近日，趵突泉
景区在网上发现部分网友和
网络平台针对趵突泉景区养
海豹之事给予充分关注。感
谢大家对趵突泉景区各项工
作的关心。趵突泉景区泉水
养海豹历史较早，可追溯到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具有良好的

群众基础。
声明提到，在日常管理

中，景区专人负责海豹的喂
养。生活水域环境做到一周
两次清刷和泉水的全天注入，
给海豹提供了良好的水域环
境。在饲养过程中如发现海
豹有异常表现，会第一时间请
动物专家进行会诊，对其进行
治疗，最大程度保证了海豹的
健康与安全。

声明指出，针对某些媒体平
台发布的不实报道，希望广大网
友不信谣、不传谣。对恶意炒作
并严重影响天下第一泉景区形
象和声誉的行为，景区将会采取
法律手段维权，并保留进一步追
究责任人责任的权利。

警惕短视频诈骗“套路”

■新闻延伸

河南一学院上课时段不让学生回宿舍
校方：为提升出勤率

趵突泉为风水养海豹？
景区：不实 养海豹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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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