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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 6 月 22 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
用的意見》、《關於加強和改進行政區劃工作的
意見》、《關於開展科技人才評價改革試點的工
作方案》、《強化大型支付平台企業監管促進支
付和金融科技規範健康發展工作方案》。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數據基礎制度建設
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要維護國家數據安
全，保護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促進數據高效流
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
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
礎制度體系。要加強黨中央對行政區劃工作的集
中統一領導，做好統籌規劃，避免盲目無序。要
遵循科技創新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以激發科技
人才創新活力為目標，按照創新活動類型，構建
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
體系，引導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用有所成。要
推動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業回歸本源，健
全監管規則，補齊制度短板，保障支付和金融基
礎設施安全，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支
持平台企業在服務實體經濟和暢通國內國際雙循

環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副主任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

要把安全貫穿數據治理全過程
會議指出，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是數字化、
網絡化、智能化的基礎，已快速融入生產、分配、
流通、消費和社會服務管理等各個環節，深刻改變
着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我國具有
數據規模和數據應用優勢，我們推動出台數據安全
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積極探索推進數
據要素市場化，加快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
經濟，取得了積極進展。要建立數據產權制度，推
進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分類分級確權授
權使用，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
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健全數據
要素權益保護制度。要建立合規高效的數據要素流
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數據全流程合規和監管規則體
系，建設規範的數據交易市場。要完善數據要素市
場化配置機制，更好發揮政府在數據要素收益分配
中的引導調節作用，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數
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要把安全貫穿數據治理全過
程，守住安全底線，明確監管紅線，加強重點領域
執法司法，把必須管住的堅決管到位。要構建政府、

企業、社會多方協同治理模式，強化分行業監管和
跨行業協同監管，壓實企業數據安全責任。

穩慎對待行政區劃更名
會議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行政區劃設
置和調整工作總體穩慎有序推進。要加強黨中央
對行政區劃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行政區劃的重
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調整由黨中央研究決
策。要加強戰略性、系統性、前瞻性研究，組織
研究擬定行政區劃總體規劃思路，提升行政區劃
設置的科學性、規範性、有效性，確保行政區劃
設置和調整同國家發展戰略、經濟社會發展、國
防建設需要相適應。要把歷史文化傳承保護放在
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國行政區劃設置歷史經
驗，穩慎對待行政區劃更名，不隨意更改老地
名。要堅持行政區劃保持總體穩定，做到非必要
的不調、拿不準的不動、時機條件不成熟的不
改。要完善行政區劃調整標準體系，加強行政區
劃同相關政策、規劃、標準的協調銜接，依法加
強行政區劃管理。

開展科技人才評價改革試點
會議指出，開展科技人才評價改革試點，要堅
持德才兼備，按照承擔國家重大攻關任務以及基

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社會公益研究等
分類進行人才評價，從構建符合科研活動特點的
評價指標、創新評價方式、完善用人單位內部制
度建設等方面提出試點任務，形成可操作可複製
可推廣的有效做法。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加強對試
點單位的指導，推動試點工作順利實施。

強化互聯網存貸款等業務監管
會議強調，要依法依規將平台企業支付和其他
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本，
堅持金融業務持牌經營，健全支付領域規則制度
和風險防控體系，強化事前事中事後全鏈條全領
域監管。要強化金融控股公司監管和平台企業參
控股金融機構監管，強化互聯網存貸款、保險、
證券、基金等業務監管。要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
權益，強化平台企業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監
管，加強平台企業沉澱數據監管，規制大數據殺
熟和算法歧視。要壓實各有關部門監管責任，健
全中央和地方協同監管格局，強化功能監管、穿
透式監管、持續監管，加強監管協作和聯合執
法，保持線上線下監管一致性，依法堅決查處非
法金融活動。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
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網絡主播行為規範》發布「負面清單」列主播「31不准」

醫療財經專業類直播需有執業資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
習記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網絡主



播不得發布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統

網絡主播部分違規行為

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危害國家安全等內
容；不得引誘未成年用戶打賞；不得實施

假發錢真吸粉

網絡暴力……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文化和

◆2016 年，快手主播「傑哥」「黑叔」等人直
播給涼山貧困地區的村民們發錢，但在直播
結束後，又將錢悉數收回，以此吸粉、詐
捐。最終獲刑，賬號亦被永久封禁。

旅 遊 部 22 日 聯 合 發 布《 網 絡 主 播 行 為 規
範》（以下簡稱《行為規範》），列明 31
種不准許主播做的行為。《行為規範》還

「色情」
直播刷禮打賞

提出，對於醫療衞生、財經等需要較高專

◆2017 年，「老虎直播」平台招募女主播從事
「色情」直播，吸引觀眾刷禮物，平台被查
封，多名涉案人員獲刑。

業水平的直播內容，網絡主播應取得相應
執業資質，平台要對主播進行資質審核及
備案。網絡主播還應如實申報收入，依法
履行納稅義務。問題性質嚴重、多次出現
問題且屢教不改的主播將被封號，禁止更
換賬號或更換平台再度開播。
悉，《行為規範》中提到的網絡主播是指通過互
據聯網提供網絡表演、視聽節目服務的主播人員，

包括在網絡平台直播、與用戶進行實時交流互動、以
上傳音視頻節目形式發聲出鏡等人員，以及利用人工
智能技術合成的虛擬主播。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人事司負責人表示，部分網絡主
播法律意識淡薄、價值觀念扭曲，傳播低俗庸俗內
容、散布虛假信息、誘導非理性消費和大額打賞、炒
作炫富拜金、偷逃稅、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違法
違規問題時有發生，嚴重擾亂行業秩序，污染社會風
氣，民眾反映強烈，亟須對網絡主播行為予以規範、
加強監管。為此，廣電總局會同文化和旅遊部共同起
草形成了《網絡主播行為規範》，規範行業秩序。

自覺抵制違反法律法規行為
針對「飯圈」亂象、拜金主義等不良現象，兩部委
要求，網絡主播應當堅持健康的格調品位，自覺擯棄
低俗、庸俗、媚俗等低級趣味，自覺反對流量至上、
畸形審美、「飯圈」亂象、拜金主義等不良現象，自
覺抵制違反法律法規、有損網絡文明、有悖網絡道
德、有害網絡和諧的行為。網絡主播在提供網絡表演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文化和旅遊部聯合發布《網絡主播行為規範》，列明 31 種主播禁止「負面清單」。圖為
2021年11月9日直播賣貨的廣東彩妝品牌主播。
資料圖片
及視聽節目服務過程中不得引導用戶低俗互動，組織
煽動粉絲互撕謾罵、拉踩引戰、造謠攻擊，實施網絡
暴力。

不得利用未成年人進行非廣告類表演
關於社會廣泛關切的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和身心健康
保護問題，《行為規範》明確，要積極為未成年人成
長營造更加健康的網絡環境。不得介紹或者展示自
殺、自殘、暴力血腥、高危動作和其他易引發未成年
人模仿的危險行為，表現吸煙、酗酒等誘導未成年人
不良嗜好的內容；不得利用未成年人或未成年人角色
進行非廣告類的商業宣傳、表演或作為噱頭獲取商業
或不正當利益，指引錯誤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的
內容；不得通過有組織炒作、僱用水軍刷禮物、宣傳
「刷禮物抽獎」等手段，暗示、誘惑、鼓勵用戶大額
「打賞」，引誘未成年用戶「打賞」或以虛假身份信
息「打賞」。

違法失德藝人不得轉移陣地復出
《行為規範》還明確，主播不得營銷假冒偽劣、侵
犯知識產權或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的商

張曉明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 22 日在北京閉幕。經表
決，會議決定任命張曉明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會議決定增補馬建堂、馮正霖、何平、宋濤、張紀南、
聶辰席、隋青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增補馬建堂、馮
正霖、謝伏瞻為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張紀南為人口資源環
境委員會副主任，宋濤為教科衞體委員會副主任，隋青為
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何平、聶辰席為文化文史
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楊小波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
駐會副主任。會議通過關於免去沈德咏第十三屆全國政協
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
定；追認關於撤銷于魯明、劉彥平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曉明。
資格的決定。

網上圖片

品，虛構或者竄改交易、關注度、瀏覽量、點讚量等
數據流量造假；不得誇張宣傳誤導消費者，通過虛假
承諾誘騙消費者，使用絕對化用語，違反廣告相關法
律法規未經許可直播銷售專營、專賣物品等；不得通
過「彈幕」、直播間名稱、公告、語音等傳播虛假、
騷擾廣告。
兩部委還要求，網絡主播應自覺加強學習，掌握從
事主播工作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對於需要較高專業
水平（如醫療衞生、財經金融、法律、教育）的直播
內容，主播應取得相應執業資質，並向直播平台進行
執業資質報備，直播平台應對主播進行資質審核及備
案。
網絡主播出現違規行為將會受到何種處罰？國家廣
播電視總局人事司負責人表示，對出現違規行為的網
絡主播，要強化警示和約束；對問題性質嚴重、多次
出現問題且屢教不改的網絡主播，應當封禁賬號，將
相關網絡主播納入「黑名單」或「警示名單」，不允
許以更換賬號或更換平台等形式再度開播。對構成犯
罪的網絡主播，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違法失德藝人
不得提供公開進行文藝表演、發聲出鏡機會，防止轉
移陣地復出。

◆2018年，16歲劉某用父母銀行卡多次向某科技
公司賬戶轉賬用於打賞直播平台主播。劉某父
母希望該公司能退還全部打賞金額，遭拒後選
擇上訴。最終當事雙方達成庭外和解，該公司
自願返還近160萬元人民幣打賞款項。

誘售低俗色情音視頻
◆2020 年，荔枝 App 存在助眠內容挑逗、多名
助眠主播誘售低俗色情音視頻等問題，被廣
東網信辦約談，責令其關停直播板塊「助
眠」頻道。
◆2020 年，由騰訊公司開發運營的「全民 K
歌」軟件中，部分歌房主播露骨聊天互動，
通過涉性內容誘導觀眾刷禮物。青少年模式
下仍能搜索到色情低俗信息。騰訊公司被約
談，運營「全民 K 歌」的騰訊音樂娛樂（深
圳）有限公司受到行政處罰。

造謠蠱惑提高人氣
◆2021年，寧夏一「快手」女主播楊某與另一主
播直播PK時，為提高人氣，造謠「紅寺堡月底
封城」。公安機關依法對其予以教育訓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郭瀚林

澳門今啟第二輪全民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澳門特區政府 22
日舉行疫情記者會通報，截至 22 日下午 3 時，澳
門此輪新冠肺炎疫情陽性感染者增至 71 宗，23 日
將啟動第二輪全民核酸檢測；方艙醫院已準備就
緒。
據澳門特區政府衞生局局長羅奕龍介紹，在 71
宗陽性感染者中，51 名女性、20 名男性，年齡介
乎8個月至89歲。24人有症狀，列為確診病例；47
人暫時無症狀，列為無症狀感染者。通過流行病學
調查，官方共跟進密接和次密接人士 2,965 名。社
區管控方面，有12個紅碼區、5個黃碼區。
羅奕龍稱，因應全民抗原檢測結果，自 23 日早 9
時至 24 日晚 12 時進行第二輪全民核酸檢測，爭取

25日（周六）早上得出全部檢測結果。
羅奕龍表示，方艙醫院目前已經準備就緒，可因
應疫情及實際需求而啟用，主要收治中等症狀感染
者。
澳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呼籲，疫情
仍然嚴峻，市民需同心抗疫，減少一切不必要的活
動，嚴格遵守各項防疫措施。
據應變協調中心介紹，自疫情以來至 6 月 22 日，
澳門累計 107 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死亡 0
宗，累計出院 83 宗，無任何醫務人員受到感染。
累計 245 宗無症狀感染者中，198 為境外輸入病
例，47 宗為本地病例，49 宗住院隔離中，196 宗康
復期隔離或已解除康復期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