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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日在京举办
将发布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十件大事

未改变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冲
高回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早盘在白酒股的带
动下一度冲高，无奈午后逐级回
落，最终各股指小幅收跌。盘面
上，航天航空、芯片股表现疲软，
北上资金净买入近42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62只，跌停4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失守
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11137
亿元，环比萎缩；60分钟图显示，
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仅沪
指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
状态；从形态来看，创业板指收
出三连阴，但各股指并未失守60
小时均线，显示短期震荡三日
后，市场中线向上趋势并未改
变。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
价水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
看，外围市场暖风频吹，市场情
绪回暖，后市有望重拾升势。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
阳安（600155）58万股，康芝药业
（300086）52 万 股 ，浪 潮 信 息
（000977）17 万 股 ，国 新 能 源
（600617）45万股，华菱钢铁（000932）
52万股。资金余额4362714.24元，
总净值 24492314.24 元，盈利
12146.16%。

周三操作计划：浪潮信息、国新
能源、华创阳安、康芝药业、泽达易
盛、华菱钢铁拟持股待涨。胡佳杰

大连新增14个中风险地区

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总指挥部 16 日发布通告，经辽
宁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
部同意，大连新增 14 个中风险
地区，其中大连市下辖的庄河市
11个，大连市甘井子区3个。

通告说，将庄河市城关街道
广大社区三组、庄河市城关街道
日新社区黄海明珠五期小区、庄
河市昌盛街道将军湖社区伟业
御璟城二期小区、庄河市兴达街
道光复社区延安路二段2号楼、
庄河市新华街道徐岭社区二环
路333号、庄河市栗子房镇凤堡
村鹞岭屯、庄河市兰店乡鲍码村
三队、庄河市兰店乡金场村十八
点屯、庄河市黑岛镇山南头村宫
东屯、庄河市黑岛镇西阳宫村安
屯、庄河市大郑镇葛炉村东葛炉
屯和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街道
泉悦社区N3区18号楼、大连市
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姚兴社区
姚北路 36 号公寓、大连市甘井
子区中华路街道润洋社区华润
置地凯旋门三期汇信街39号楼
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
管控措施。

至此，大连现有高风险地区
2个，中风险地区45个。

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消息，11
月 15 日 0 时至 24 时，辽宁省新
增 7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 3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
归），为大连市报告。无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

综合新华社、大连市人民政
府网站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滕晗）11月16
日，国新办举行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新闻发布会，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
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在会上介绍，首届中
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11月19日在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会上将发布新时代
网络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以及共建网络
文明行动倡议等。

盛荣华介绍，本次大会以“汇聚向上
向善力量，携手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
定位于打造我国网络文明的理念宣介平
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
网络文明互鉴平台。

大会主要内容包括开幕式、主论坛
和分论坛，为期 1 天。中央领导同志将
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
组织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和网民代表将
在会上开展对话交流。

七个分论坛主要围绕以下主题：一
是网络内容建设，二是网络生态治理挑
战与应对，三是网络法治，四是青少年网
络文明素养，五是数据与算法，六是网络
公益慈善发展与挑战的应对，七是平台
经济诚信建设。

盛荣华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
本就绪，筹备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严格落实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各项
措施。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
介绍，大会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在各省
区市设视频分会场，京外嘉宾通过视频
方式参会。在北京主会场的参会嘉宾必
须进行会前21天健康监测，在会前14天
完成疫苗的全程接种，提供会前7天内、
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会场
驻地严格落实通风消杀、体温检测、查验
健康码等防疫措施。此外，还建立了动
态风险评估机制，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及时调整防控措施。

据悉，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文
明办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
工作局、北京市委网信办和中国网络

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承办。届时，一
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也将在分论
坛发布。

大会的举办旨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
文化，净化网络生态、滋养网络空间，满
足亿万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
通过理念宣介、经验交流、成果展示、文
明互鉴等方式，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
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为加快建设
网络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
和良好文化条件。

11月16日，国新办举行首届中国网
络文明大会新闻发布会，中央网信办副主
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就直播带
货管理问题回答了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的意见》对直播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
不文明问题的治理提出了要求。盛荣华
介绍，今年 2 月，国家网信办联合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7个
部门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网络直播平
台要建立直播带货的管理制度，依据主
播账号分级来规范设定具有营销资格的
账号的级别，依法依规确定推广的商品
和服务类别。4月，中央网信办又联合公
安部等7个部门出台《网络直播营销管理
办法（试行）》，对直播营销平台、直播间
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的有关行为做了

规范，对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也做了进
一步明确。

盛荣华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整治直
播带货中的“刷单炒信”、售后服务保障
不力、网络主播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价格
欺诈等突出问题，积极协同有关部门进
行重点查处和有力惩戒。“这一定是多部
门形成合力来综合治理的问题。”

盛荣华还谈及知识问答平台的管理
情况，他介绍，国家网信办要求知识问答
重点平台，如知乎、豆瓣、微博问答、悟空
问答、知识星球等，务必落实好主体责任，
督促指导健全平台内容安全管理制度，完
善用户账号管理、内容分发、公众举报等
机制，及时清理各类违法违规的信息和账
号。“通过治理，行业乱象得到了有效遏
制，网络生态得到了有效改善。”

下一步，将进一步督促相关平台持

续优化平台功能运行规则，强化议题设
置和内容审核，鼓励生产传播积极健康、
向上向善的信息内容，提升平台内容质
量和服务水平，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积
极健康、科学真实、营养丰富的知识聚合
空间。

盛 荣 华 指 出 ，近 些 年 ，部 分 平 台
“爆炸式”增长，但是发展过程中管理
跟不上，包括内容安全管理、技术保障
管理、社区规则，特别是内部管理机制
还比较薄弱，所以容易出问题。在专项
整治行动中，各级网信部门特别突出了
重点指导督促和帮助平台完善内部管
理机制，使他们通过制度来管人管事，
效果是非常好的。下一步，网信部门
还将把这项工作继续深化下去，取得
更好的成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滕晗

11月16日，国新办举行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回答封面新闻提问：

将重点整治直播带货中
“刷单炒信”、价格欺诈等突出问题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
主任盛荣华 16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中央网信办自今年 6 月
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8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
理的通知》以来，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
息40余万条，处置违规账号2万多个、群
主 6500 多个，解散话题 3000 多个。社
会各方形成合力，行动开展扎实有效，具
体成效概括为“浓、严、强、建”。

盛荣华说，“浓”是抵制网络“饭圈”
乱象的舆论氛围更浓。广大网民对“饭

圈”乱象的本质和危害认识更加深刻，抵
制“饭圈”乱象的行动也更加积极、更加
自觉；“饭圈”乱象人人喊打、露头就打的
舆论氛围更加浓厚。“严”是常态化“强监
管”的措施更严。专项行动深入清理粉
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有害
信息，从严处置了一批违法违规的账号，
清理了一批违规的群组板块，做到了“查
处一批，震慑一批”。

“强”是网站平台履行主体责任的自
觉性增强。网站平台配合监管、加强平
台企业内部的社区规则制度建设的自觉

性大大增强。“建”是实践当中逐步建立
了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加强对“饭圈”
群体行为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入研究，
指导一些网络平台完善社区规则，规范
粉丝群体网络行为，引导大家理性追
星。从持续加强监管、规范网络行为、引
导行业自律等方面，形成了治本治源的
工作机制。

盛荣华表示，网络乱象治理工作将
坚持不懈，一抓到底，保持高压严管态
势，不取得很好的成效决不收兵。

据新华社

“浓、严、强、建”！“饭圈”乱象治理取得成效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