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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恶搞 直播吃灯泡说唱教吸毒

靠
“吸睛”有平台估值数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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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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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创新不能“无底线”

打色情擦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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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路狂飚的网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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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程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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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为“低俗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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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北疆生态屏障 打造绿色万里长城”
农行内蒙古分行在行动
报道：近日，农行内蒙古分行在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开展以“构建北
疆生态屏障，打造绿色万里长城——
农行在行动”为主题的大型义务植树
公益活动。农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张春林带领区分行在家班子
成员、机关各部室员工代表，与呼和浩
特分行、清水河支行广大热心公益的
干部员工，三级联动，200余人相聚在
清水河县一间房村，植树造林，400多
棵海红果树迎风挺立，饱饮第一池水
后，绿意急待萌发，原本光秃的土地变
得生动起来。
该行将义务植树与精准扶贫有机
结合，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带
动和帮助当地农牧民实现脱贫致富，
为自治区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贡献
积极的金融力量。以本次植树活动为
契机，该行在全行范围迅速掀起植树
护绿的义务植树活动热潮，将每年的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定为“农行植树
月”，积极开展“农行义务植树活动月
行动”，在全区各地种下农行助力生态
文明建设的树苗，打造万亩农行义务
植树林。
该行表示，要切实履行国有大行
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在大力开展义
务植树的同时，全面做好绿色金融服
务，进一步加大绿色产业信贷投入，积
极介入自治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水
土保持等重点工程和呼伦湖、乌梁素
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大力
支持清水河百万亩扶贫林基地等旗县
重点项目，全面服务好自治区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
呼和浩特市政府和清水河县政府
部分领导干部参加了此次义务植树活
动，活动得到了清水河县政务、县林业
局的大力支持。
鲁娜 陈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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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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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在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
国，应该为公众提供什么样的互联网视
听内容，成为摆在监管者和所有从业者
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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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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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自治区万户企业登云行动举行启动仪式
◇全媒体记者 冯程程
本报讯 近日，
“ 自治区万户企业
登云行动启动仪式暨创新联盟成立大
会”在呼市召开。
会议以
“和众创新 云领未来”为主
题，旨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机遇，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
自治区企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创新发展

的能力，提高企业在新常态下的发展动
能和竞争力，促进自治区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为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启动实施了自治区制造业万户企业
登云行动计划，制定了目标任务和实施
步骤。
会议上成立了自治区万户企业登
云创新联盟，研究制订了创新联盟章
程，为自治区万户企业登云行动的开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短
昨日，记者从自治区经信委了解
到，截至 2月末，包头地区（包头站、包
头西站、包头车务段）完成铁路货物发
送量 1
6
0
7
.
3万吨，同比增长 6
2
.
3
％，其
中煤炭完成发送量 1
0
5
2
.
8万吨，占全市
铁路货运量的 6
5
.
5
％ ，同 比 增 长
8
8
.
2
％。
冯程程

1
3日，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第二届第三次理事会暨会员
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本次表彰
活动展示和宣传了内蒙古农牧业发展
进程中表现优异、突出的重点企业，伊
利、蒙牛、蒙羊牧业、鄂尔多斯资源等
5
0家农牧业企业获此殊荣。
温晔峰

解除合同通知书
内蒙古廷玫投资有限公司：
贵方与我司于 2016年 6月 1日签订了《众隆在
线网贷平台合作协议书》。根据合同约定，贵方在合
同期限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川区（以下
简称“核准区域”
）享有独自的网贷平台独立经营管
理特权，并独自承担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我司如
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贵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
行义务。虽经我司多次提醒，但贵方仍未能改进。
贵方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商业信誉。
故我公司现根据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依

法解除与贵方的《众隆在线网贷平台合作协议书》及
其它任何关于“阳光易贷”品牌经营权之合同书。请
贵方立即停止使用我公司阳光易贷商标网络平台及
运营系统，并拆除、销毁含有我公司商标及 VI系统
标识的门头装修、协议或合同文本、其他资料等，否
则我公司将代为处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贵公
司负担，我公司保留依法诉讼的权利。
特此通知。
安徽省众隆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