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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车辆报废（销毁）统计表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涉案车辆报废（销毁）公告
下列车辆因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查扣，请车主尽快到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五四大街42号）进行处理。公告后3个月内未做处理的，西宁交警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予以强制报废。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 2018年12月17日

序号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品牌名称
夏利
五菱
尼桑
长安
桑塔纳
捷达
捷达
长安
夏利
中华
丰田
捷达

车号
青A77210
青A55787
青AL1553
青AE8293
青AM4844
青BP1050
青AT4676
青A50504

无
青B28559

无
青AT5521

车型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货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颜色
白

黑
灰
白
咖啡
绿
红
黄
黑
黑
绿

车架号
40264
19854

000846

176734
179788
516155
29080
006719

163650

车辆状态
套牌报废
套牌报废

违章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
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

套牌报废
违章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

套牌报废
违章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

报废
违章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
违章未处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

报废

序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品牌名称
五菱
桑塔纳
奥迪
捷达
桑塔纳
捷达
大众
三菱
夏利

雷克萨斯
五菱
花冠

车号
青AL1461
青A34623

无
无
无
无

鲁D54920
浙CEA053
青AX3206
青AG7171
青A8242Q

无

车型
小货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小客

颜色
灰
白
灰
绿
黑
绿
灰
灰
白
白
咖啡
绿

车架号
52530

12860
163075
136745
132554
108211
304937
69490
35459
12077
82772

车辆状态
报废

套牌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报废

网游存在哪些道德问题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成立，对游戏行业
又意味着什么?

“可以理解为，以后的网络游戏将在软著、
备案号以及版号等环节的核查基础上再加上
一层道德评议，如果是采取类似版号这种带有
强制性的审核要求，那势必将逆向影响到所有
游戏的源头环节。”从事网络游戏开发的廖宁
对记者说。

那么，在网络游戏中会存在哪些道德问
题？

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从多年行业发展形
势来看，道德评议所针对的主要是过去在线游
戏中所积累的众多弊端，比如“黄、赌、暴力”以
及丑化歧视等。

“‘黄’主要是指介于艺术与色情之间的擦
边球。”在廖宁看来，随着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游戏数量急剧膨胀，性感元素在游戏中的存在
感已有泛滥之势，关于“黄”的评议标准在未来
应该更为细化。

至于赌，廖宁认为，对于游戏涉赌的道德
评议非常必要，“现在的游戏设计十分精巧，会
潜移默化地利用赌的心理进行诱导消费，同时
由于赌的心理作祟，在增加游戏粘性的同时也
引起了游戏成瘾发生的概率，而游戏成瘾会引
发一系列问题”。

教育部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市场上
90%以上的网络游戏都以暴力和打斗等刺激
性内容为主，有些游戏的暴力场面出现了赤裸
裸的厮杀、虐待、色情成分，还有些游戏以“益
智”为名，实质具有明显的赌博性质。

关于网游的道德评议，受访的不少行业人
士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于一定程度上净化游
戏环境有积极意义，只是前提需要以清晰明确
的标准来进行理性评议。

对于网络游戏的道德风险，在中国政法大
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看来，网络
游戏道德风险主要是来自网络游戏的内容，主
要集中在暴力、色情、恐怖三个部分，“但是现
在有的东西超越了道德，比如网瘾。游戏设计
者是不是可以对沉迷程度进行限制，网络游戏
道德委员会是不是也可以对此设定一个评判
标准，让所谓的‘暴力、色情、恐怖’等道德风险
得以量化，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化的东西”。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首先需要有一个权
威的审查机构对网络游戏内容进行界定。其
次，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应该与其他网络监管
部门和机构进行联动，共同维护和规范网络游
戏市场。”皮艺军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看来，从目前来看，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是
一个带有自律性质的组织，“以前我们对游戏的
管理都集中在版权、批号和事后监管上，还有资
质入门的监管。现在把道德风险考虑进去，特
别是对未成年人的道德风险，这是一个值得肯

定的地方。现在由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先判
定道德风险，把‘强监管’用‘软监管’和事先的
监管所代替，比较灵活，比较具有能动性”。

不过，朱巍也提到，目前评判的标准、统一
的工作机制、人员的构成还不透明。对于评判
标准的认同，一方面，游戏涉及一个产业，游戏
公司肯定有发言权；另一方面，家长也应该有
发言权。“这可以作为一种试探，但作为长期规
制的话则要走正常的程序。是不是许可?许可
的话是不是符合行政许可法?有没有标准?有
标准的话，行业协会或者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
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人员的构成是不是应该
透明”?

能否拯救网瘾少年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数量高达
7.72 亿，其中，19 岁以下网民有 1.77 亿，占比
22.9%。

“网游几乎成为一种精神鸦片，令许多面
临现实烦恼的人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说。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王大龙同样认为，网游是一种电子海洛
因，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身体上对青少年是
一种摧残。

有专家认为，网络游戏的设计机制非常容
易让自制力弱的青少年沦陷。与此同时，刺激
性的内容也经常让青少年在大呼过瘾中沉迷。

那么，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能对此有所作
为吗?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的成立，从一般的
层面上来讲是要加强对网络游戏全面、综合和
深入审核的一个具体举措，实际上也和目前社
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有非
常直接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副院
长王四新说，成立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是国家
层面履行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
境承诺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近两年呼声
比较高的要解决网络游戏沉迷这一社会问题
的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回应。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也
对记者说，目前我国网络游戏最主要的问题是
部分网民过分沉迷游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影
响人身心健康、学习、工作和家庭等一系列严
重社会问题。因此，网络游戏的市场规范重点
要做的是还原游戏自身的娱乐本质，建立起有
效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

在刘德良看来，道德风险，是指有悖于主
流道德观的游戏内容。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
应该将审查游戏内容是否有悖于主流道德观
视为自己的使命。如果切实可行的话，应该有
利于净化游戏内容，“但我个人认为，目前与道
德问题相比，部分青少年沉迷游戏及其所带来
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值得被关注”。

不过，在用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规范游戏
产业时，也应该看到，道德本身是相当模糊且
标准不一的概念。十年前，对网络游戏的流行
看法，还是将其视作“电子海洛因”，道德贬义
色彩相当重。今天，网络游戏实现了一定程度
的去污名化，游戏产业延伸出的电子竞技，更
是被纳入了亚运会竞赛项目。

可见，围绕网络游戏的道德视角一直在变
化中。而且，对不同年龄的群体来说，对游戏
中道德风险的理解可能会截然不同。那么，如
何保证道德审查不会过度?

对此，王四新认为，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
的评判标准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
的感觉是，目前的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更像是
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
见来解决游戏内容问题。“当然，游戏的内容标
准和互联网上其他内容一样都面临着无法标
准化，无法事先有一个很详细的、实操性很强
的方案”。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目前的举措有利于
敦促互联网企业和游戏厂商加强网上内容建
设。”朱巍说，由于此前对网络游戏的审批重点
主要是版权和批号等，对内容的审批则较为笼
统，审核体系中增加道德评判这一环，更能减

少对青少年的危害性。

行业管理是否面临“一刀切”

有行业人士提出，认同设立网络游戏道德
委员会的做法，但道德标准并非像法律条文，
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更重要的是设立
公平公开的网络游戏审核标准，设立游戏分级
制度而不是简单“一刀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于欣伟
曾提出议案《关于加快推动网游分级制的建
议》，她建议，尽快研究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
比如按年龄段(6岁以上、12岁以上、18岁以上
和全年龄段)和内容性质(价值导向、健康程
度、时间限制、对抗程度等)进行细分，详细定
义内容标准，确定不同游戏的适用人群。明确
负责游戏分级的统筹牵头政府部门，强势推动
有关部门的分权与放权，更直接也更权威地对
游戏市场展开监管，同时促成游戏行业自律组
织设立；其次，严格监管和审核游戏开发商、游
戏运营方对分级制度的合规执行情况。

网络主管部门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对网络
游戏不良内容的打击力度，对于暴力、血腥、涉
赌游戏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

“网络游戏是个产业，并非‘一刀切’。对
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应该从严，未成年人的
游戏和防沉迷应该做到不考虑经济利益；对于
成年人的游戏，包括游戏设计、游戏内容应该
从宽。”朱巍说，该从严的一点都不能妥协，该
放宽的不能由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来判定。
对于成年人的游戏，游戏的开发、内容设计、传
播运营应由法律来监管，道德对于游戏产业来
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的游戏
应该严格管控。

对此，王四新也认为，一定要因地制宜，因
人制宜，因群体制宜，不能“一刀切”。所以，网
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在评判过程中，“可能需要
把各个厂家的产品综合起来考虑。工作机制
也应该和企业主动交流沟通，但是要防止专家
委员被资本俘获问题的发生。所以，一定要解
决好公开透明、公正性、独立性的问题”。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对于游戏的评判标
准，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多
方博弈的问题，要想让政府满意、家长满意、游
戏平台也满意，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王四新说，第一，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比如人
员的构成必须是多元、代表的利益要多元。避
免厂家主导、避免政府主导、避免家长主导，一
定要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平台。第二，原则上强
调普遍性。要解决的是游戏存在的普遍的道
德问题，是这一类游戏可能会对普通人造成什
么样的影响，不是说对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
人。因为毕竟也要保护产业的利益和游戏玩
家的利益。第三，应该公开透明。网络游戏道
德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以及道德评议的标准、工
作的流程都应该尽早公布。

据《法制日报》

道德评议能否终结网游市场乱象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成立引关注

据央视报道据央视报道，，网络游戏道网络游戏道
德委员会于近期成立德委员会于近期成立，，并对首并对首
批批2020款存在道德风险的网络款存在道德风险的网络
游戏进行了评议游戏进行了评议。。经对评议经对评议
结果进行认真研究结果进行认真研究，，网络游戏网络游戏
主管部门对主管部门对1111款游戏责成相款游戏责成相
关出版运营单位认真修改关出版运营单位认真修改，，消消
除道德风险除道德风险；；对对99款游戏作出款游戏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决定。。

据媒体报道据媒体报道，，网络游戏网络游戏
道德委员会由有关部门和单道德委员会由有关部门和单
位以及高校位以及高校、、专业机构专业机构、、新闻新闻
媒体媒体、、行业协会等研究网络行业协会等研究网络
游戏和青少年问题的专家游戏和青少年问题的专家、、
学者组成学者组成。。

很多民众更为关心的问很多民众更为关心的问
题是题是，，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
的出现能否真正解决目前网的出现能否真正解决目前网
络游戏给青少年带来的沉络游戏给青少年带来的沉
迷迷、、暴力等诸多问题暴力等诸多问题。。对此对此，，
记者采访了多名不同领域的记者采访了多名不同领域的
专家学者专家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