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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用来看护家里老人孩子或用作防盗的摄像头，竟然被不法分子用于“窥

私”在网上公开叫卖。近日，北京、浙江等警方接连破获黑客非法入侵居民家用摄

像头案件。媒体调查发现，家用摄像头主要来自于3种渠道：互联网企业、原生安

防企业和“贴牌”生产厂商，其中前两者都具备修改产品软件代码，对产品安全性加

固的能力，但贴牌生产厂商则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防范家用摄像头安全风险，相

关职能部门除了创新监管方式，加大打击力度之外，还应督促生产厂商提升安全防

护能力，织密信息安全网络。 （时 锋）

织密安全网络
徐 骏作（新华社发）

更多内容，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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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废弃的电子垃圾也越来
越多。一项调查显示，96.7%的受访者有废弃不用的电子
产品，79.3%的受访者困扰于不知如何处理废弃电子产
品。

@耀文：要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对废弃电子产品污染环

境的认识，使人们自觉养成回收的习惯。

@雪韵：废旧电子产品，尤其是旧手机，大家都不敢随

意扔掉，怕泄露个人信息。建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措施，确

保信息安全。

@文明：建议生产商建立回收制度，让废弃电子产品得

以回收，并对可循环的部分加以利用。另外，政府可投资设

立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箱并统一处理。

据报道，宁波一企业员工入职3天就宣布怀孕，孕期
几乎没有正常工作，休完产假就提出辞职，公司对此十分
无奈。

@凤1：隐孕现象并不普遍，无须放大个案影响。类

似于只工作3天的情况，可要求当事人退还企业工资福利，

如不愿退，再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mx：隐孕对于孕妇来说，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

出于起码的尊重和信任，应向所在单位说明清楚。

@泰和吉祥哥：公司签合同时应该把隐孕问题考虑

到，一旦有隐孕现象出现，则属于欺骗行为，应追缴所得。

废弃电子产品遇处理难

女员工隐孕入职引争议

教师发文拒绝节日送礼

为网络信息安全有序流通加层“滤网”
陈 静

无门槛亦无监管，导致互联网群组滥建滥用；一些不实消息借助互联网群组肆无忌惮地传播；同时披

着“互联网新经济”外衣的网络传销等违法网络群组也屡见不鲜，所有这些都损害着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

安全利益。网络治理工作重心之一是网络信息流通的安全有序与生态健康管理，唯有管好，才能让绝大多

数网民用好网络，确保绝大多数网民合法正当的权益不受侵害

国家网信办近日公布的两项新规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和《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吸引了颇多眼球。两项规定对互

联网用户公众账号应该怎么做，和“群

主们”应当履行什么责任等，作出了具

体而可行的规范指引。可以预见，两项

新规对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维护良好网

络生态将起到积极作用。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各

类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个人、机构均可通

过注册公众账号借助平台公开发布信息，

成为新闻媒体等专业内容生产机构之外的

重要内容生产者，互联网平台成为用户获

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及

公众账号数量的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用户多元化的信息需求。

社会公众通过网络论坛、自媒体公

众平台以及网络群组交流等途径，开展

日常生活、社会见闻及公共事务信息交

流，充分体现了宪法法律所保障的公民

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可

是，公开的网络传播参与空间是最接近

公共领域的话语形式，它不同于公民完

全私密性质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

就要求平台创建者、群组发起者、传播

者在行使相关权利的同时，必须权责对

应，担当账号及群组运营安全防护、信

息审核和网络社群组织管理等责任。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应

用的不断迭代创新，自媒体的社会化信

息传播得到了空前释放，但供大于求的

信息产能过剩已经显现出来。不少年轻

人之所以谈起“爸妈的朋友圈”就一脸

苦笑，正是由于泛滥在朋友圈中的种种

虚假消息和争夺眼球无底限的“标题

党”已经成为误导公众的隐形公害。

此外，无门槛亦无监管，导致互联

网群组滥建滥用，致使误导信息在其中

的流通也泥沙俱下。比如，道听途说、

恶意编造的不实信息甚或谣言，蛊惑人

心的网络黄赌毒，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

涉枪、教唆犯罪等有害信息……一些不

实消息借助互联网群组肆无忌惮地传

播；披着“互联网新经济”外衣的网络

传销等违法网络群组也屡见不鲜，所有

这些都损害着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利益。

网络治理工作重心之一是网络信息

流通的安全有序与生态健康管理，唯有

管好，才能让绝大多数网民用好网络，

确保绝大多数网民合法正当的权益不受

侵害。两项新规强化了账号群组的创建

者、组织者、运营者的监管责任，强化

的是公共信息在进入社会舆论传播的自

律性洁净机制，唯有从源头过滤和截留

“信息杂质”，才能让互联网更积极更健

康地服务社会发展。

一手激浊，一手扬清。《互联网用

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注重发

挥互联网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充分调

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的力量，共同推

动公众账号规范有序运行，营造良好网

络氛围。同时，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注册使用互联网用

户公众账号发布政务信息或公共服务信

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公众信息

需求。

从根本上讲，两项新规的适时出

台，正是在我国持续推动网络强国战略

和依法治网大背景下，寻求创新互联网

服务健康有序发展的有力举措。这两项

新规为新媒体更好地参与社会化传播，

和网民依法文明有序参与信息交流和流

通，加装了一层信息净化的“滤网”和

安全防护的“纱窗”。

教师节刚过，该不该给老师送礼物表达心意成为热门
话题。近日，武汉一小学10位老师集体发文，恳请家长们
不要送礼。在北京，部分中小学也告知家长：教师不能接受
送礼，送不送礼，都会对学生一视同仁。

@王金兰：一句真心祝福，就是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爱拼才会赢：学生可以手工制作一些卡片、艺术品，

有纪念意义就可。

@罗文明：向老师表达心意的形式应是多种多样的，可
以发条微信，也可以打个电话，不一定要花钱买礼物。

（杜秀萍整理）

机器算法不能包打天下
秦海波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面对用户在新

媒体上全新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基于机

器算法的个性化推荐阅读机制，正显现

出强大的爆发力。这是因为机器算法会

对用户浏览、收藏、转发、评论新闻资

讯的行为不断作出分析，建立起个人用

户模型，智能地为用户推荐越来越精准

的个性化信息。据统计，在网络资讯分

发市场上，算法推送内容已逾50%。

一时间，个性推送时代，算法当

道，编辑后撤甚至无用的说法不绝于

耳。果真如此吗？机器算法虽然适应了

移动传播分众化、定制化的趋势，但其

本身存在着不小的局限。

首先，纵然机器算法再智能，但仍

无法猜透更加复杂的人心。算法推荐带

来的弊端是，容易把用户一次性的、偶

然性的、表面的行为，解读为用户真实

的、深层的兴趣和心理需求。目前，机

器算法还处于初级阶段，追求的是规模

化，也就是流量，这会导致一些媒体一

味追求流量，大量生产低俗、色情、暴

力化的内容。唯算法论，容易造成推荐

不一定是用户所想、非用户所需的窘境。

其次，即便依赖于机器算法推荐，

会让用户的视野变窄，形成信息孤岛，

从而挤压掉用户真正感兴趣或者培养新

兴趣话题的空间。机器算法看似人性

化，实则在阉割新闻。用户生活在自我

的世界，无法感知兴趣之外的新事物，

久而久之，将带来个人信息接收的窄

化，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

房”中。新闻除了让人感知世界外，还

能启迪思想。让人担心的是，机器算法

让思想裹足不前。

再者，对于内容生产者来说，需要

讨好的不一定是用户，而是机器算法。

耸人听闻的标题、格调低俗的内容由于

更易被点击被转发，因而更容易被算法

当做“受欢迎”内容推荐。利益驱动

下，机器算法容易被做号党、标题党、

低俗内容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真正

的优质内容反而容易被边缘化。这无疑

会挤压优秀内容生产者的生存空间，造

成优秀作者流失、用户体验下滑等。

此外，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以及

敏感信息等混杂在信息流中，通过机

器算法推送给用户。算法仅能通过关

键词技术过滤掉一些垃圾信息，伪装

好的无版权、低俗内容甚至还会因为

标题精彩获得更好的推荐效果。完全

依赖算法推荐、缺少内容人工审查这

一关，会造成低俗内容、垃圾信息等

大行其道。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阅读呈现出

碎片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但碎片化阅读

不等于娱乐化阅读，更不等于标题阅

读；个性化并不意味着用同质化内容

“投其所好”，而是基于用户真实需求和

兴趣，在有限时间内为用户提供有用的

或感兴趣的高质量内容。目前，人工智

能技术在自然语义识别领域还没有取得

特别重大的突破，完全让机器来判断一

篇文章的标题、文采、深度、价值和适

合阅读的人群，显然是不够的。机器算

法需要与人工干预相结合，将人和机器

的优势充分发挥，补足机器分发的盲目

性和人力处理海量内容的局限性。人与

机器的互相补位，才能为用户提供真正

的价值信息。

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巡视办、中央电视台联合制

作的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近日播出后，在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

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使之成为党之利剑、国

之利器。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通过一个个深刻的案

例，集中展示了巡视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些成果对

广大干部来说，是一次又一次撞击心灵的警示；对广大群

众来说，则是一次又一次的鼓舞。

从王珉到黄兴国，从王三运到苏树林，还有卢恩光、

武长顺、虞海燕等等，“巡视利剑”斩落了一大批腐败分

子。据统计，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

60%的线索来自巡视。“巡视利剑”是悬在各级官员头上

的一把利剑，它不仅可以“利剑出鞘”斩落违反党纪国法

的腐败分子，更可以“利剑高悬”告诫各级官员，让那些

面对党纪国法依然心怀侥幸、瞅准时机就准备铤而走险的

人，心生忌惮，断了贪腐的念头。

“巡视利剑”在告诫各级官员的同时，极大地鼓舞和

凝聚了党心、民心，让全党和全国人民看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信心。一段

时间以来，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从严治党不

力，表现为腐败蔓延、纪律松弛、作风和选人用人问题突

出，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通

过一个个深刻的案例，一次又一次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传

递出强烈的信号：对于腐败问题，党中央的态度是零容

忍，发现一起将坚决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巡视利剑”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和凝聚力，不

仅在于“巡视利剑”的锋芒，更在于“巡视利剑”的长

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充分发挥巡视工作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完善巡视制

度建设，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明确

了巡视工作的定位，突出政治巡视，同时，创新巡视工作

方式，创造性地开展“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专

项巡视和“回头看”等，使巡视更加规范化，更有实效。

《巡视利剑》展现强大震慑力
向旭平

为中国和世界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郭 言

中国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经

济金融机构负责人的高度赞

赏。一年来，中国保持战略

定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

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

推进，以及中国经济朝着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和世界经济也将迎来更

多的发展机遇

9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

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1+6”

圆桌对话会。在本次会议上，中国为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所作的努力得到了与会国

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的高度赞赏，认为

中国继续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

为中国和世界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

从去年首次“1+6”圆桌对话会召开至

今，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出现一些新情

况。从外部看，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向好

势头，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从内部看，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但经济

转型升级依然任重道远。这种情况和变化

让各方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

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更加准确的判断。

从两次对话会的比较中，我们可以从3个方

面来理解这种认识和判断。

首先是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判断进一步

提升。

在去年的会议上，与会国际经济金融

机构负责人曾表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

已不再有市场”。彼时，中国经济增长经受

住了2016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

动的冲击，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因而得到了国际上的肯定和认同。

一年来，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创新宏观

调控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稳

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同比增长6.9%，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

体中名列前茅，下半年也有望继续保持稳

中向好态势。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国促增

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努力卓有成效。正因

为如此，与会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在

今年会议上提出，中国“为世界经济保持复

苏和增长势头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是对中

国经济所处方位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次是对世界经济的判断出现新变

化。

在去年会议上，“全球经济复苏艰难，

面临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判断反映出

与会各方对世界经济走势并不乐观。当

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调了

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因此各方在政策协调

上更加看重“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

不确定性”。从今年会议看，“当前世界经

济出现向好势头”已成共识，同时各方也清

醒地看到“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面临诸多

不确定因素”。因此，主要任务由防范风险

向“进一步促进增长，应对下行压力”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年的联合新闻稿

中，专门增加了一条“经济全球化”的共

识。这反映了一年多来一些国家保护主义

倾向上升、社会分化严重等问题，以及由此

出现的逆全球化风潮。本次会议在去年呼

吁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基础

上，增加了促进“包容性增长”，体现出各方

积极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地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强烈意愿。

此外，对世界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出现

了新的判断。

世界经济面临的新形势，以及中国经

济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促使各方对“助

推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开放、活力、包容的

世界经济”这一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

考。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保持强

劲势头，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过剩、落后产

能有序淘汰，新登记注册企业每天达1.6万

家，新增城镇就业每年都保持在1300万人

以上。外资准入进一步放宽，投资和市场

环境进一步改善。

这种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

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势头强劲，前景更

加可期。更重要的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

展路径的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更

加光明的前景。此次与会的国际经济金融

机构负责人认为：“中国秉持开放共赢的发

展理念，作为创新型经济体在电子商务、共

享经济等数字技术应用领域处于世界前

沿，这些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发展经验。”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

推进，以及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国

和世界经济也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