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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处罚

微言不能耸听

公众号未获批准禁转时政新闻

第四条：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

规规定的相关资质。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

信息服务活动，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第五条：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安

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配备与服务规模

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保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

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处理公众举报的违法

和不良信息。

第六条：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

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

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即时

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注册账号时，

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签

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

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

公共秩序、 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

实性等“七条底线”。

第七条：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为从事公众信

息服务活动开设公众账号，应当经即时通信工具服务

提供者审核，由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向互联网信

息内容主管部门分类备案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

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

转载时政类新闻。 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

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

根据易观国际数据显示，2014年第

二季度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的活跃度中，

微信、QQ、ChatON、 陌陌、LINE排名前

五， 活跃度分别为3.9亿、3.2亿、7565万、

3290万和2448万， 显而易见，“腾讯系”

最受关注。

易观智库分析师李欣然对成都商报

记者表示，本次发布的内容，可以说是从

公众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两方面

进行了规范： 一是对于公众信息服务提

供者来说，《规定》 明确了资质要求，并

需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对公

众信息服务使用者进行实名制； 二是对

于公众信息服务的使用者 （即公众账

号）提出审核备案的要求，并进行了时政

新闻发布的设限。

对于微信、微米、陌陌、来往、易信这

些信息服务提供者所提出的规定， 将会

促使即时通信行业的运营更加规范有

序，《规定》的发布对于非官方的、以新

闻资讯发布为主的信息服务使用者（公

众账号）影响是最大的，在以往非官方公

众账号对新闻的发布中， 出现了很多篡

改、 捏造新闻或是打着新闻旗号发布谣

言的情况， 这些虚假新闻借助即时通讯

工具用户规模巨大、信息传递速度快、使

用者之间信任度高的特性， 被广泛转发

和传播， 最终形成谣言传播链条迅速扩

散，引起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此外，在规定中也对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公众账号

进行了鼓励，未来在更加规范、有序的即

时通信运营监管体系下， 公众账号将成

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满足公众需求的

重要工具。

互联网观察人士王冠雄认为， 部分

条款此次是再次强调、制度化，比如公众

号实名认证， 微信公众号在注册时需要

提交身份证、照片和手机，已经实名；而

总体上此次加大了对隐私权的保护，对

谣言的打击力度增大。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颁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共十

条，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即日起施行。其中许多规定备受关注，比如即时通

讯工具公众服务提供者将实名制、公众号将审核备案、时政新闻发布设置权限、明确提出了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等。

该规定共10条，第一条介绍了出台背景，第二条解释了“即时通信工具”和“公众信息服务”的定义，第三条介绍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相关工作。第八和九条介绍了处理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了施行时间。最主要的内容集中在

第四至第七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

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 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使

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对

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

动提出了明确管理要求。对此，记者采访

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

问：

《规定》 第六条规定用户应当承

诺遵守“七条底线”，即时通信工具服务

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

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 承诺遵守法律法

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

益、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

性等“七条底线”。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

“七条底线” 并非对网民行为的

最高要求，而是本着“底线思维”，提出

的最基本要求，是管理的底线，是国家、

社会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只有广

大网民自觉遵守“七条底线”，在全社会

共同努力下，才能营造和谐、健康的网络

环境， 才能让网络成为真正服务于社会

的公信平台。

问：

有网民说《规定》将压制言论，

您怎么看？

答：

恰恰相反，《规定》的出台有利

于保护正当的言论自由。 我们的网络空

间不能成为杂乱无序、充满戾气的空间。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谣言、暴

力、欺诈、色情、恐怖信息传播。自由和秩

序是辩证的关系， 任何个人的自由必须

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不能突破底线，妨

碍他人自由。

问：

《规定》施行后，对微信等即时

通信工具的群组、 朋友圈等功能有何影

响？

答：

《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

称公众信息服务， 是指通过即时通信工

具的公众账号及其他形式向公众发布信

息的活动。”群组和朋友圈具有私密和公

众双重属性。 对用户的私密社交行为，

《规定》 明确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

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保护用户

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 对用户通过上述

功能向公众发布信息的公众属性行为，

《规定》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

应当与用户签订协议， 用户应按照协议

约定遵守“七条底线”。

据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微信公众账

号总数超过580万，日均增长数由去年的

8000个上升至1.5万个， 其中绝大部分为

政务、商务类。

腾讯称，微信诞生3年多时间，受到

了用户的广泛喜爱，但是也的确有少部

分人滥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行

欺诈、营销甚至散布谣言。作为平台的

运营者，我们一定会坚决扼制这种社会

毒瘤的扩散。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通过

雷霆行动，以及配合国家的净网行动进

行多次清理和打击， 已经封停400多个

公众账号，同时对大量涉嫌欺诈、色情

以及谣言的个人账号以及公众账号进

行了冻结。

腾讯表示， 其技术团队提供了技术识

别系统、举报人工处理系统、辟谣工具等三

大工具打击非法账户； 此外， 在日常运营

中， 腾讯有一支专业的队伍负责处理用户

的举报内容。根据用户的举报，查证后一旦

确认存在涉及侵权、泄密、造谣、骚扰、广告

及垃圾信息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及

公序良俗、社会公德等，微信团队会视情况

严重程度对相关账号予以处罚。

网易易信对此回应到， 易信将建立

全方位的手段，确保对“谣言、侵权、人身

攻击等网络违法行为” 的管制， 易信认

为，一方面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需要呼

吁全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里的“正能

量”说的是“正确的能量”，让网络违法

信息自动远离即时通信工具。

综合新华社、央视、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关切一：是否能“蛇打七寸”

网信办数据显示，我国即时通信

服务用户已突破8亿。然而，这些即时

通信工具平台也因存在涉恐、 涉暴、

涉黄等违法信息大肆传播的乱象而

饱受诟病。

微信、易信、陌陌等即时通信工具

运行团队负责人普遍表示， 当前出台

《规定》很有必要，这将对他们加大治

理网络乱象提供重要依据和有效抓手。

“2005年，国家颁布的《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推动了互联

网新闻行业快速健康发展。当前，即时

通信工具已成为网民的主要沟通工

具，新形势下出台《规定》也将对行业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易信市场部总

经理袁佛玉说。

“《规定》总体上是适度的，强调

了发展和管理两个角度并重。” 中国

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方兴

东提醒， 要谨防一些地方部门可能出

现超越条款的过度管理。

■关切二：是否会“矫枉过正”

《规定》指出，即时通信工具公众

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 “后台实

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即时通信

工具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

证后注册账号。

采访中一些人士担心， 如果即时

通信工具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注

册，是否会“矫枉过正”，影响其个人

信息安全。

为此， 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负

责人徐丰回应说，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

管部门依法依规督促即时通信工具服

务提供者落实主体责任， 在真实身份

信息注册各个环节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实名认证’将大大增加不良

用户发布不良信息的成本。” 陌陌运

行团队有关负责人表示，“陌陌一开

始就采取类似‘实名认证’的措施，每

个手机号码只能注册一个账号， 对用

户信息也有着严格的保密机制， 效果

一直不错。”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沈阳

表示， 保护个人隐私就要求相关管理

者不要轻易介入私人交流空间， 特别

对非公开传播的通信内容管理要进一

步加以规范。

■关切三：是否将“因噎废食”

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完善，极

大地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 据《2013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公布

数字显示， 中国网民每天发送微信等

即时通信工具信息超过200亿条。

业内人士表示， 有的网民担忧

《规定》会影响网络言论自由，其实这

是没必要的。

网信办发言人姜军说，《规定》对

于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尤其是时政信

息，规定比较严格，但对于普通用户来

讲，只提出要求遵守“七条底线”，在这

“七条底线”之上享有充分言论自由。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微信运

行团队有关负责人表示， 任何管理办

法的制定都是为了抑恶扬善， 满足多

数人的更好表达， 同时约束和严惩极

少数人不良信息的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韩晓

宁认为，“实名”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手

段和对不当言论的震慑行为，而“后

台实名、前台自愿”在为网络谣言追

责提供基础的同时， 更有利于畅通网

络信息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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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通知———大量人贩进京”

7

月

25

日，在北京，这样一则消息在朋友圈被广泛转发，消息称：

“今天北京市被偷了八个孩子，两名嫌疑人被抓起来”。北京警方调查

核实后发现，这则消息纯属谣言，立即通过微博账号“平安北京”进行

辟谣，并指出，同样的谣言曾在广西、河南、浙江、黑龙江等地流传。

26

日，涉嫌编造、散布谣言的犯罪嫌疑人张某被警方抓获。

“泉州市区涂门街发生警匪枪战”

近期在福建，一则“泉州市区涂门街发生警匪枪战”的信息引起震

动，后经进一步查证，这些图片实际上是微电影《黄金大劫案》的拍摄

现场。

“假军人的望远镜：弹出针来射眼睛”

在兰州，“街头出现假军人卖望远镜，在使用望远镜聚焦时，会有一

根针弹射出来扎到你的眼睛，随后带走割器官，”这则消息在微信朋友圈

快速流传，并且引起恐慌，后来也被警方证实是谣言。

个人号朋友圈

私人发布受保护

公众发布有“红线”

核心：对用户的私密社交行为，

《规定》 明确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

务提供者应保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

人隐私。 对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

公众属性行为，《规定》要求用户应

按照协议约定遵守“七条底线”。

公众号朋友圈

实名制 要备案

时政新闻发布被设限

背景： 虚假新闻借助即时通讯

工具用户规模巨大、 信息传递速度

快、使用者之间信任度高的特性，被

广泛转发和传播， 最终形成谣言传

播链条迅速扩散， 引起了极坏的社

会影响。

把

脉

治乱象

护隐私

畅言论

腾讯：已封停400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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