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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全方位 兩岸 小公園 國際

性暗示視頻谷流量 商戶貨品涉兒童色情

網信辦約談快手騰訊 責令整改
撥 亂 反 正

內地平台經濟監管再升溫。針對傳播兒童軟色情表情包、利用
未成年年輕人性暗示短視頻引流等問題，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
室近期依法約談快手、騰訊QQ、淘寶、新浪微博、小紅書等平台
負責人，責令平台限期整改，全面清理處置相關違法違規信息和賬
號，並對平台實施罰款處罰。中國資深網絡專家劉濤向大公報表
示，內地近來頻頻出手加強互聯網企業監管，是互聯網經濟發展到
當前階段的必然形態，必定會推進互聯網運營合法合規。
大公報記者

國家網信辦自即日起將啟動 「清朗．
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 專項行動，
主要聚焦解決7類網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突出問題（見附表）。受監管層連番
審查及整治互聯網平台下，部分在香港上
市的相關企業股價連日受壓。快手股價連
續5日下挫，昨日收跌2.23%報135.7元創
上市以來新低，5日的累計跌幅達到
15.4%；騰訊昨日雖微跌0.83%收報538
元，但累計4日也跌了4.78%。

快手5日累挫15%創新低
根據日前發布的《2020年全國未成年
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去年內地
未成年網民達到1.83億人，互聯網普及率
為94.9%，比2019年提升1.8個百分點，高
於全國互聯網普及率（70.4%）。超過三
分之一的小學生在學齡前就開始使用互聯
網。中央網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專項行
動期間，將進一步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
處置處罰力度，對於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
益問題，保持 「零容忍」 態度，堅持露頭
就打、從嚴從重，大力整治網上危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問題亂象。
各網站平台亦需積極履行主體責任，
主動發聲、深入自查、堵塞漏洞，確保專
項行動取得實效。
記者昨日在搜索發現，在上述平台
中，大量的兒童照片被P上一些暗示性文
字，變成了具有軟色情意味的表情包。截


清朗
行動7大重點
1. 嚴禁16歲以下未成年人出鏡直播，查處炒作

「網紅兒童」 行為
2. 清理在線課程中色情低俗、血腥暴力等不良

內容
3. 清理散布暴力血腥、暗黑恐怖等內容的 「邪

典」 視頻

趙一存

4.清理利用兒童形象製作的軟色情表情包

至記者截稿時，在某電商平台依然有店舖
售賣各種萌娃表情包，內容不乏 「超甜小
女孩撒嬌賣萌」 「撩漢／撩妹套路」 等介
紹，價格不一，賣家還承諾 「全天24小時
自動發鏈接」 「加好友拍下當天發貨」
等。

低俗萌娃表情包仍在售
劉濤指出，平台經濟監管升溫是在依
法治國大環境下，互聯網領域特別是互聯
網各種社交媒體平台以及視頻平台等方面
加強依法治國、依法管理、依法監管的必
然要求。在互聯網發展大形勢下，一些非
法活動集中遷移到網上，並以互聯網為基
地，實現其傳播、擴散和聚集。故此，網
信辦此番約談平台，本質上就是社會監管
和司法監管在互聯網領域的一次具體行
動。 「顯然，此次約談的幾家平台都是社
交媒體領域的突出代表，基本涵蓋了當前
中國在這個領域裏的主要推手。」 「也說
明這些平台涉及的問題較為嚴重。」 「它
們會披着各種商業文化以及其他形式的外
衣，實現其非法目的。所以這次約談對這
些平台來講是警告，同時對其他平台也是
一種提醒和震懾。」
劉濤還指出，在當前國內外大形勢
下，中國要實現兩個循環，特別是內地的
循環向良性發展，就必須對網絡平台的品
質和質量給予更為嚴格的監管，強調依法
治理、依法監管和依法處置。

5. 整治誘導未成年人應援集資、高額消費等行

為
6.嚴防網上不良社交行為和不良文化問題
7.重點排查解決網站平台防沉迷系統問題漏洞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直播平台快手受近期事件影響，股價
跌跌不休。

快手近期走勢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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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高位
274.4元

昨日收報135.7元
，跌2.2%
4月

近日河南鄭州出現罕見持續強降水天氣，全市普降大暴
雨、特大暴雨並引發洪災。

5月

6月

7月

2021年

網信辦近期對平台企業整改事件
7月21日

啟動 「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 專項行動，約談快手、騰
訊QQ等平台，責令限期整改

7月16日 聯合公安部等7部門進駐滴滴出行，開展網絡安全審查
7月13日 聯合工信部、公安部印發《網絡產品安全漏洞管理規定》的通知
7月10日

就《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
知

7月9日

滴滴企業版等25款App被下架

7月4日

「滴滴出行」 App存在嚴重違法違規問題，下架 「滴滴出行」 App

7月2日

對 「滴滴出行」 啟動網絡安全審查，停止 「滴滴出行」 新用戶註冊
大公報製表

恒指險守牛熊線 專家：下行趨勢明顯
【大公報訊】港元匯價跌至超過3個月低位，在走資
陰霾下，港股昨日未能跟隨外圍反彈，恒指昨日一度失
守二萬七關，低見26971點，收市時跌勢喘定，全日回
調34點，報27224點，俗稱牛熊分界線的250天（昨位於
27178點）失而復得。科技指數要跌9點，連跌5日，報
7327點。內地資金拋售港股，港股通昨日賣出額224億
元，買入額則為187億元，官方數據錄得12.07億元人民
幣資金淨流出。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指出，美股上
日反彈超過500點，內地A股亦走強，可是港
股仍然下跌，反映市底偏弱。北水連續第3日
淨賣出港股，港匯亦轉弱，投資者關注資金流

向；大市向下發展趨勢明顯，恒指未必能夠守穩27000
點。
內地最新頒布《水泥玻璃行業產能置換實施辦
法》，光伏玻璃產能不受產能置換限制，富瑞指出，光
伏玻璃目前產能已達歷史高位的3.6萬噸／日，在建產能
超過3.3萬噸／日，今明兩年產能會有60%、70%增
長，關注供應增長超過需求增幅。信義光能（00968）
股價跌1.6%，報15.12元；福萊特玻璃（06865）股價
跌0.4%，報33.8元。葉尚志認為，光伏玻璃行業屬長線
投資題材，行業龍頭信義光能、福萊特玻璃的基本面堅
實，只是兩隻股份股價由低位累積相當升幅，故在現水
平先行整固。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表達密切的關注，深信中國在全世界
動員能力最強，對戰勝天災有信心。各地消防緊急調派力
量，奔赴抗洪搶險一線！解放軍奔赴河南搶險救災， 「始終
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 是中央最高指
示！各級領導幹部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
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揮，迅速組織力量防汛救災，妥善安
置受災群眾，嚴防次生災害。

願同胞平安、早日渡過難關！
為所有救援人員打氣！

海南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瓊海同鄉會
香港萬寧同鄉會
香港海南省同鄉協會
香港定安同鄉聯誼會
香港東方同鄉聯誼會
香港海南青年聯合會
香港世界海南文化交流協會

香港海南商會
香港文昌社團聯會（香港文昌同鄉會）
香港知青聯
香港臨高工商聯誼會
香港海南海員聯誼社
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
香港海南農墾聯誼會

旅港海南同鄉會
香港三亞同鄉聯誼會
琼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香港澄邁同鄉聯誼會
香港海南省儋州市聯誼會
海南大學（香港）校友聯誼會
香港海南婦女聯合會

財庫局：不屬弱勢社群即可參與理財通
【大公報訊】今年5月內地監管機構發布有關
跨境理財通實施細則徵求意見稿，提到有關南向投
資者的資格，至於北向投資者的資格則由港澳金融
管理部門規定的相關要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理財通北
向投資者包括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永久性及非永久性
香港居民，並需經香港銀行按金管局通告評估為不
屬於弱勢社群的客戶。
許正宇指出，金管局正與三地監管當局積極推
進各項準備工作，以加快落實計劃。
許正宇表示，考慮到需要讓一般投資者逐步加
深對兩地理財產品和環境的認識，理財通起步階段
將先涵蓋風險較低和相對簡單的理財產品，預計
「南向通」 起步階段主要包括存款，以及低至中風
險和非複雜的債券，及在香港註冊成立並經香港證
監會認可的基金，至於結構性產品或主要投資於衍
生工具的產品，例如期貨、期權，將不會列入合資

格產品範圍內。
許正宇表示，根據現行落實安排，內地投資者
資金只可用於購買理財通下的合資格理財產品，不
能用作質押、槓桿、保證等用途，預期香港銀行對
內地投資者進行盡職審查及管理其後的投資活動
時，將無須獲取內地投資者的信用狀況訊息。
另外，對於合資格的參與者，許正宇指出，北
向通投資者資格為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並
且經香港銀行按金管局於2019年9月25日發出的通
告《關於投資、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產品的投資者
保障措施》評估為不屬於弱勢社群的客戶。根據有
關指引，如客戶對投資風險和潛在損失具較低的理
解及接受能力，即可能被視為比較容易受損。例子
包括患有殘障並該殘障可影響其投資決定的客戶，
亦包括缺乏投資經驗並且同時符合以下情況的客戶
如65歲以上長者、未完成中三之低學歷人士，以及
財政能力有限等。

中銀香港推碎股買賣 1股有交易
【大公報訊】中銀香港推出全新 「NotALot碎
股易」 及 「股票Widget」 服務。 「NotALot碎股
易」 服務涵蓋本港200隻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投資者最低僅需買入1股股票便可入市。
該行 「i-Free自在理財」 客戶可率先使用該服務，
買入碎股佣金不設最低佣金收費，僅收0.25%佣
金。
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產品部副總經理周國昌

中銀香港新服務簡介
•推出全新 「NotALot 碎股易」 服務
•客戶最低僅需買入1股股票

• 涵蓋本港200隻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買入碎股佣金不設最低佣金收費

•首推手機銀行 「股票 Widget」 服務

大公報製表

表示，截至去年12月底，中銀香港年齡介乎18歲至
35歲的客戶中，進行股票投資交易人數按年增長近
四成，新股認購增長三倍。他續稱，年輕客戶投資
於股票佔投資總額達87%，平均持有股票結餘僅約
2.3萬元，採用月供股票作長線投資的年輕客戶達
29%，逾60%活躍股票客戶年交易金額為30萬以
下。
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產品部助理總經理兼股
票及結構性投資業務處主管梁美怡指，該行年輕客
戶大多數偏向投資藍籌股票及ETF，截至今年5月
底，其中近五成選擇投資較為穩健的藍籌股，近一
成半則對投資ETF有興趣。由於不少藍籌股一手正
股動輒需數萬元，擁有小額投資資本的年輕客戶，
通常只能以月供方式或待儲備足夠資本後才進場，
「NotALot碎股易」 正好讓他們可以鎖定價格購入
碎股。中銀香港同時在全港銀行首推手機銀行 「股
票Widget」 小工具，客戶毋須開啟手機銀行，手機
桌面將顯示自選股票、主要指數表現及即市新聞，
且一按便可進入手機銀行進行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