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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网络炫富需要平台持之以恒
郭立诚
今年上半年，国家网信办、文化
和旅游部等部署整治网络炫富拜金
突出问题， 要求各平台防止炫富拜
金、奢靡享乐等现象对未成年人形成
不良导向。 11 月 18 日，小红书公布
最近半年打击炫富专项治理进展：处
理炫富类违规笔记 8484 篇， 处罚账
号 240 个， 其中下架 6895 篇、 封禁
158 个账号；针对炫富识别的算法模
型再次升级， 通过 AI 算法识别炫富
的召回能力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网络炫富污染了网络空间生态，
传递了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价值观念，
特别是对作为网民主体的未成年人
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随着互联网全
面融入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习惯通过
互联网展现自我、表达自我，但网络
炫富与人们追求和表达美好生活需
要是截然不同的。网络炫富不是有利
于激发人们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追
求，激发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努力拼搏
奋斗， 而是迎合了一些人的低俗需
求，引导一些人嫌贫爱富、贪图安逸
享乐甚至想不劳而获，其危害是显而
易见的。
打击网络炫富已成为社会共识。
互联网自身的开放性、内容生产的多

主体化，使平台和监管部门无法每时
每刻严格规范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关
键是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念，不断提高主动抵制不良内容的自
觉性。 而一些不法者紧盯炫富的“流
量密码”，为了谋取不法利益，往往善
于伪装、打“擦边球”，善于变换马甲
“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对此，需要建
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形成有效监
督与打击合力。平台尤其要在提升内
容生态治理能力上下功夫，让打击炫
富常态化。
良好的社区生态和氛围是平台
生存的基石。各类炫富内容污染社区
生态，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招致用
户反感，与平台的核心价值理念背道
而驰。 就此而论，用户与平台对健康
的、真正展现人们美好生活的内容需
求是根本一致的，这也为推进共建共
治共享良好社区生态奠定了坚实基
础。
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小红书推
出社区公约，倡导真诚分享、友好互
动，明确抵制炫富分享行为，明确判
定炫富行为重要标准，以鲜明态度大
力引导、规范用户行为，指导社区运
营活动。 多名博主随后响应公约号

召，发起
“
真诚分享，抵制炫富”话题，
呼吁
“
每个人都能正视自己在互联网
平台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网络用户
越来越低龄化的今天，分享也更应该
激发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平台
和博主间的良性呼应互动，也是共同
构建良好社区生态的重要一环。
治理网络炫富需要持之以恒，同
样需要对违规内容保持“零容忍”，并
结合专项打击、重点打击行动，健全
完善社区内容展示、 推荐等算法机
制。 从专项打击到定期发布治理报
告，从平台与博主良性互动到优化改
进算法机制，一系列举措显示平台日
益充分意识到治理网络炫富的主体
责任， 并逐步将责任转化为行动，落
实到平台日常运行管理之中。
网络空间的多元芜杂是客观存
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台可以对网络
炫富之类乱象听之任之，所谓“互联
网是一把双刃剑”， 更凸显了平台积
极作为营造良好社区生态的重要性。
倡导真诚分享、 展示真实的美好生
活， 把良好社区生态作为立身之本，
持续探索深化有关治理举措，平台就
能走得更远，赢得用户更多的信任与
支持。

套路多多
近年来，直播带货在一些
短视频平台上越来越热，每天
直播时长动辄百万小时以上，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直播带货话术多、“套
路”多，直播观看量和带货订
单量存在不少“水分”。 业内人
士建议，进一步规范直播带货
行业秩序， 加强行业自律，让
消费者在直播平台能放心购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物。

农村公路助力乡村发展
邹 翔
在湖南娄底市， 游客沿着蜿蜒
的农村公路“打卡”热门景点，尽情
享受乡村美丽风光；在广西东兰县，
宽敞的公路让现代化机械顺利进入
田间地头， 促进产业集中化规模化
发展……一条条旅游路、资源路、产
业路助力乡村发展， 在神州大地书
写着乡村振兴的时代篇章。
建好农村路，脱贫增收迈大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大力推进交
通扶贫，破除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
新建改建农村公 路 235.7 万 公 里 ，
2020 年底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438
万公里，惠及 5 亿多农民群众。 从过
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到如
今“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一条
条农村公路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路、
幸福路。 农村公路网络越织越密，遍

布农村、连接城乡，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提供了坚实保障， 为乡村
振兴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重
要基础。
如何用好农村路， 事关发展的
潜力和质量。 在塞外江南，一个个景
点因路而美；在太行山区，一座座村
寨因路勃兴；在东北雪原，一户户百
姓因路致富。 借助四通八达的农村
公路， 更多沉睡于乡野山间的好山
好水好风光被唤醒， 乡土文化得以
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此同时，
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 打通了电商
进村、快递入户的
“
最后一公里”。 去
年农村地区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量
超过 300 亿件，带动工业品下乡和农
产品进城超过 1.5 万亿元。 日益完善
的农村物流网络，让“人畅其行、货

畅其流”的梦想成为现实，进一步激
活了农业农村的发展潜力。
目前， 我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100%实现了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
路。 路通了，村民出行更快捷，孩子
上学更安全，老人看病更方便，许多
乡村的整体面貌也为之一新。 曾经
偏僻穷困的乡村，如今成为宜居宜业
的美丽家园。 农村公路给乡村带来
的新生活、新产业、新气质，让广大农
民的获得感更充实更可持续。
道路，既指引了方向，也带来了
希望。 一条条农村公路，让不少人走
出乡村追寻梦想，也让更多人返乡创
业书写精彩人生。 在感受农村出行
巨大变化的同时，还要继续因地制宜
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让乡村留得住乡愁、跟得上发展。

刚柔并济
治理 ETC 欠费
连海平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三部门
发 布 《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货 车
ETC 发 行 服 务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 通知提到，将 ETC 欠费行
为纳入征信体系，引导货运物流
企业和货车司机依法诚信经营。
“ETC 欠费行为纳入征信体
系”把不少车主吓了一跳。其实，
这一规则早就有了，而且主要针
对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小车车
主，就算 ETC 欠费，一般数额也
不大，拖欠时间也不长，但货车
就不一样了，有些企业一欠几十
万元，而且长时间不还。 对于发
卡银行来说，物流企业和货车司
机 ETC 欠费面广了、时间久了、
数额大了也会产生一定的经营
风险。
出现这种情况，与个别货运
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不讲信用
有关，也和发卡方在某些方面考
虑不够周详、对用户审核不够严
格有关。在信用体系建设不太完
善的语境下，这种做法难免带来
风险。央行和银保监会当时也预
料到这种情况， 于 2019 年 2 月
印发了《关于金融服务支持收费
公路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其
中提到的建立“黑名单”管理机
制，就是预设了一道
“关”：“将自
通行交费交易日起超过 30 日仍
拖欠未付款的用户信息提交金
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交通运输部等三部门再次
重申，说明一些问题已经浮出水
面，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 将
ETC 欠费行为纳入征信体系，
将不诚信的企业
“拉黑”，有利于
金融机构降低垫资风险，提高货
运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的诚信
水平。
货运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
个人情况千差万别，ETC 欠费
情况也有所不同，处理起来也要
区别对待， 做到刚性不乏弹性。
对于那些因主观原因而故意拖
欠通行费的企业和个人来说，
“拉黑” 无疑是最有力的约束手
段；而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造成
欠费的情况， 要多些理解与帮
助。 三部门发布的通知也提到，
要支持商业银行推出小额贷款、
银行账户预存资金等多样化产
品和服务，优化业务流程，为货
车用户提供更多选择；要支持多
渠道提供担保等服务，优化完善
相关政策， 引导货运物流企业、
汽车销售企业和货运平台企业
等，为货车办理 ETC 提供担保。
有惩罚有服务， 惩罚要严
厉，服务要人性，疏堵结合、刚柔
兼济，ETC 欠费行为治理才能
更有效，更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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