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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过程具有迷惑性

治理网络黑产需多方协作
本报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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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流量，哪里就有“黑产”。此前，一篇名为《一部手
机失窃引发的惊心动魄的战争》的文章让很多人看到了网络
黑产的冰山一角。

在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举办的
“网络黑产协同治理”研讨会上，北京市网络法研究会会长李
爱君表示，网络黑产治理本质上是净化网络空间内容生态的
组成部分。当前，网络赌博、色情内容等黑产问题已在多个国
家级文件中得到关注，下一步会有很多措施出台。

会议发布的《网络黑产协同治理》报告指出，近年来网络黑
产呈现诸多特点，包括模块化、组织化、团队化操作，有分工明
确、组织严密、协同作案的趋势；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使得犯罪
行为更加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跨平台犯罪现象突出；多方利
益捆绑，结成利益共同体等，这使得监管越来越难。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表示，当前，与赌博、诈骗相关
的黑产变现过程等具有一定迷惑性。违法内容通常出现在互
联网平台的热搜、直播、评论中，网民点击内容进入主页后，

“引流”人员会在个人主页或头像中以二维码、图片等方式留
下社交媒体联系方式，试图将聊天场景转移到私人平台。也
就是说，违规内容、行为通常是从公域进入私域，这给监管造
成一定困难。

据抖音安全中心总监周冉介绍，现在的网络黑灰产行为，
通常是在上游进行账号注册、买卖，然后在短视频、社交媒体
等平台上“引流”，并落地到社交软件平台上实施诈骗，部分会
到电商平台变现。

此外，传统或线下涉及黑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会在实施过
程中，留下诸多可以寻踪的物理痕迹，而网络黑产借助互联网
技术，采用专业化和团队化操作，并且借助电子证据会在某个
环节突然“失踪”的特点，巧妙地将黑产变现，却将其实施违法
行为的证据链条切断。

《网络黑产协同治理》报告建议，预防黑产行为，互联网平
台不应只采取被动防护措施，更要在平台上主动开发新功能，
预测并监控平台弱点及漏洞。

“黑色产业链的长链条、协作化特征给网络黑产的治理、
打击造成了困难。治理网络黑产不能仅仅依靠刑法及监管机
构，互联网企业的参与也非常重要。”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网络治理与国际合作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谢永江说。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刘文杰也表示，治
理网络黑产一定要贯彻协同和自律原则。协同治理意味着互
联网平台、监管部门、社会公众有序参与。鉴于网络黑产已经
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传播链条呈现跨平台特征，单凭一个
平台治理往往治标不治本，不同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协同已经
十分必要。

弥补数据隐私保护漏洞、全
面整治 P2P 网贷机构、规范第三
方支付平台投资功能、推动互联
网金融机构审慎经营……近期，
一系列旨在规范金融科技应用的
监管动作频频发力。

近年来，金融科技在我国迅
猛发展，但喜忧参半。银保监会
12月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随着电
子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及，我
国已实现基本金融服务城乡全覆
盖。目前，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和
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存款、取款和
汇款几乎实现了实时到账。尤其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金融科
技更是凸显了独特优势。

不过，我国金融科技在发展
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
现为合规风险，甚至一度对正常
的市场秩序产生了很大冲击。

笔者认为，发展金融科技，要
“创新”更要“守正”，要坚持既鼓
励创新又守牢底线的积极审慎态
度，把守正作为创新的方向盘，把
创新作为守正的动力源。

一是要坚持“金融为民、科技
向善”的发展理念。脱离实体经
济需求的金融创新只可能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持续的
生命力。未来，金融机构应在深
入分析用户需求的基础上，着力
推进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绿色
金融、养老金融等领域的融合创
新，破解当前金融业在市场结构、
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切实提
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二是金融机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机构要聚焦主业、审慎
合规经营，不要出现过度营销、诱导消费等短视、违规行为。
此前，个别互联网金融机构曾利用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信贷客
户准入门槛，甚至给缺乏还款能力的学生过度放贷，产生违约
后又开展强制性催收，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是要切实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
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基本权利。当前，网络直播已不同程度地
应用于银行理财产品销售、基金销售等环节，搭建沟通平台的同
时也暗藏一定风险，比如个别金融机构将线上、线下理财业务相
混淆进行监管套利，也有部分直播内容存在误导宣传。

为此，金融机构应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建立健全更加适应
新型网络数字渠道的金融营销宣传内控机制，加强业务、技
术、数据等合作方金融营销宣传的责任约定与行为监督。尤
其在对数字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宣传推广时，要严
格落实监管部门对金融营销宣传主体资质、行为规范等方面
的监管要求以及行业协会有关自律规则，做到“不夸大、不欺
瞒、不混淆、不误导”。

“专款专用”预防烂尾，维护购房人利益——

多地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本报记者 亢 舒

近日，多地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力度，确保预售资金用于
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

在市级层面，湖南株洲、云南昆明、
山西太原近日发布了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
监管办法。

湖南省株洲市住建局近日印发了新修
订的《株洲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
法》，要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遵循专
户专存、专款专用、进度控制、无偿监管的原
则，全部纳入监管范围。监管期限自核发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起，一直到预售商品房
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并解除监管为止。

12月2日，山西省太原市下发了《太
原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通知指出，要确保商品
房预售资金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新
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实行全程监管，对用于
支付工程建设等费用的预售资金实行重点
监管。

12月1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
布了《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
的通知（试行）》，内容涉及预售资金监管

范围、归集、使用等多方面。
在省级层面，江西省住建厅、江西银

保监局近期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通知提
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
可前要确定监管银行，并以楼栋为基本单
位开设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预售资金
应全部存入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与商品房预售制
度息息相关。目前，绝大多数房地产销售
采取的是商品房预售模式，即房地产开发
企业将已兴建但尚未竣工或即将兴建的商
品住宅与购房者约定，由购房者交付定金
或预付款，在未来某一时期拥有所购房

屋。“先交钱，再交房”的预付方式给购房
者带来一定风险。

与此同时，不少地方预售资金监管还
存在空白，也有一些地方虽有相关预售资
金监管办法，但执行不到位。比如，一些
开发企业让购房者将本该打入监管账户的
资金打入其他账户便于开发企业自行操
控，也有一些企业提供不真实的文件骗取
银行提前拨付监管账户中的资金。

北京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陈志表示，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开发
企业经营和融资模式趋于高周转、高杠
杆，房价和建设成本不断升高。特别是今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资金链普遍

趋紧，银行加强风险管控，部分企业资金
风险凸显。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预售资金监管检查。

据了解，今年以来，各地加强预售资
金监管的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要求开发商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
账户；要求开发商与监管机构、监管银行
签订预售资金监管协议；对信用资质不同
的开发商实行差别化资金监管额度；在预
售资金使用上，按照工程进度支取相应比
例的资金。

在多地发布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的同
时，也有地方开展了对预售资金监管落实
情况的专项检查。北京市第四季度在全市
范围内启动了预售资金监管专项检查。重
点围绕开发企业预售资金收存、支取、使
用的及时性、合规性，监管银行入账监督
和出账审核，以及购房人贷款资金是否按
规定发放至专用账户等情况开展检查。

业内专家表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的加强，有助于通过“专款专用”防止房
地产开发项目烂尾，维护购房人利益，确
保房地产市场秩序良性运行。

11月份CPI同比增速由涨转降,PPI降幅收窄——

物价总水平持稳 结构性特征明显
本报记者 熊 丽

□ 11月份CPI同比出现下降，主要是食品价格同比涨幅下降、原油相关消费价格走低以及翘尾因素减弱所致。猪肉价格降幅

扩大是影响食品价格走低的主要原因；非食品价格涨幅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原油相关消费价格走低。

□ 从更能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指标——核心CPI来看，其运行继续保持稳定，表明当前供求关系总体平衡。

12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1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11月份，
CPI同比下降0.5%，PPI 同比下降1.5%。
前11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
同期上涨2.7%。

食品价格带动CPI由涨转降

11月份，随着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
“六稳”“六保”工作，猪肉等重要民生商
品价格继续回落。

从环比看，11月份CPI下降0.6%。其
中，食品价格下降2.4%，影响CPI下降约
0.53个百分点。随着生猪生产不断恢复，
猪肉价格继续下降6.5%，降幅收窄0.5个
百分点；鲜菜和鸡蛋供应充足，价格分别
下降5.7%和1.6%。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1%转为下降0.1%，影响CPI下降约0.09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旅游淡季出行减
少，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
降15.6%、4.4%和3.4%；冬装新品上市，
服装价格上涨0.4%。

“从同比看，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
影响，CPI下降0.5%。”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表示。

据董莉娟分析，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2.2%转为下降2.0%，影响CPI下降约0.44
个百分点，是带动CPI由涨转降的主要原
因。食品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2.5%，
降幅比上月扩大9.7个百分点，影响CPI下
降约0.6个百分点；鸡蛋、鸡肉和鸭肉价格
分别下降19.1%、17.8%和10.8%，降幅均
有扩大；鲜菜价格上涨8.6%，涨幅回落8.1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3.6%，涨幅扩大
3.2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
下降 0.1%，影响CPI 下降约 0.06 个百分
点。非食品中，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3.9%，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
17.9% 和 19.6% ； 医 疗 保 健 价 格 上 涨
1.5%；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1.0%。

据测算，在 11月份 CPI 的同比降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新
涨价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
学智表示，11月份CPI同比出现下降，主
要是食品价格同比涨幅下降、原油相关消
费价格走低以及翘尾因素减弱所致。猪肉
价格降幅扩大是影响食品价格走低的主要
原因；非食品价格涨幅略有下降，主要原
因是原油相关消费价格走低。

“当前，物价总水平运行相对平稳，呈
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11月份CPI同比下
降0.5%，前11个月累计同比上涨2.7%，总
体处于合理运行区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郭丽岩表示，食品
价格变动是导致当月CPI呈现结构性下降特
征的最主要因素。随着各部门持续促进生猪

生产和各地强化“菜篮子”保障功能，猪肉
等民生商品价格继续回落。从数据上看，无
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食品价格对于CPI的拉
跌影响都接近九成。

郭丽岩认为，从CPI结构性下降的影
响来看，猪肉等食品价格稳中有降，将节
省居民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尤其是节约低
收入群体生活成本。

工业生产稳定恢复

“11月份，工业生产稳定恢复，市场需
求持续回暖，工业品价格继续回升。”董莉
娟说。

从环比看，PPI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5%。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7%，涨
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1%。调查的
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24
个，比上月增加12个，上涨面达六成。

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涨2.2%，
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上涨1.9%，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1.7%，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0.9%。供暖需求
季节性增加，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价格分别上涨2.8%和2.2%。金
属相关行业价格由降转涨。此外，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纺织业价
格涨幅均有所扩大。

从同比看，PPI下降1.5%，降幅比上
月收窄0.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
下降1.8%，降幅收窄0.9个百分点；生活
资料价格下降0.8%，降幅扩大0.3个百分
点。主要行业中，价格涨幅扩大的有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4.1%，扩大
1.2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上涨2.0%，扩大1.7个百分点。价格
降幅收窄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据测算，在 11 月份 PPI 的同比降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新涨
价影响约为-1.5个百分点。

“11月份，PPI同比下降1.5%，降幅比
上月明显收窄0.6个百分点，预示着工业部
门开工率和盈利状况逐步改善，产业链上
下游循环进一步加快。”郭丽岩表示，煤炭
开采和洗选、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价格环比已经转正，带动当月
PPI环比上涨0.5%。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
为，PPI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走势，显示出国
内工业部门整体生产经营状况在改善。主
要原因在于我国疫情防控有力有效，助企
纾困政策组合拳效果释放，内需持续复苏
带动工业终端销售回暖，企业补库存需求
增加。此外，由于海外需求弱势扩张，国
际商品价格有所改善。

物价总体平稳运行

11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继续保持稳定，同比上涨0.5%，涨幅
已连续5个月相同。“一般认为核心CPI是
更能够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指标。从
这个指标来看，当前供求关系总体上是相
对平衡的。”郭丽岩说。

周茂华表示，从核心CPI同比保持稳
定、PPI生活资料价格改善来看，国内需求
正处在逐步恢复中。同时，目前由于消费
成本降低，一定程度利好民众消费支出。
周茂华认为，未来几个月国内CPI同比仍
会处于负值区域，但整体呈现先抑后扬走
势。未来，季节性因素和传统消费旺季，
可能推动食品等价格走高，国内需求持续
回暖。明年二季度以后，基数效应减弱，
物价有望逐步回归正常区间。

“展望未来，考虑低翘尾、高基数等技
术性因素影响，短期内CPI可能延续低位
波动态势。但是，随着新年消费旺季来
临，食品、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可能小
幅回升，有望支撑CPI总体平稳运行。”郭
丽岩认为，同时，受上游经济效益指标改
善和价格稳步回调推动，预计PPI同比降
幅会进一步收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
物价总水平。

周茂华认为，从PPI数据看，当前大
多数行业经营状况均出现不同程度改善。
下游需求改善逐步向中上游传导，显示国
内需求对供给端拉动更明显，国内经济复
苏更强劲与可持续。

“从趋势看，国内需求仍处于复苏轨
道，此前出台的托底内需政策效果释放有
望延续。从海外疫情及主要经济体应对情
况来看，全球需求或将延续弱势复苏态
势，我国工业部门整体复苏有望延续。”周
茂华说。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开发企业经营和融资模式趋于高周转、高杠

杆，房价和建设成本不断升高。特别是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资金链普遍

趋紧，银行加强风险管控，部分企业资金风险凸显。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预

售资金监管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