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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范围将扩大
2 月 26 日， 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在通用航

空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表示，要
发挥通航产业融合功能， 特别是加快无人机
规章标准制定， 进一步扩大无人机物流配送
试点范围，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据了解，民用无人机可分为工业级与消
费级两种。 目前，消费级无人机主要用于个
人航拍 ， 而工业级无人机则可用于多个领
域 ，包括农业植保 、物流运输 、电力巡检和
测绘等等 。 大部分涉足无人机业务的上市
公司集中在工业级无人机领域 ， 竞争已从

消费级转向工业级。 近年来，无人驾驶航空
器作为通用航空新兴产业分支 ， 在个人消
费 、农林植保 、地理测绘 、环境监测 、电力巡
线、影视航拍等领域广泛应用。 旺盛的市场
需求 ，日新月异的新技术 ，催生了大批无人
驾驶航空器企业。

“十三五”期间，传统通航稳中有进，新兴
业态快速发展。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传统通
航企业增加到 523 家，机队规模达到 2844 架；
实名登记无人机 52.36 万架， 年飞行量达到
159.4 万小时；全国累计开通低空旅游航线百

余条，涉及 5A 级景点 50 余个，参与空中游览
和跳伞服务的游客分别达到 75.6 万人次和
13.2万人次。

通航产业和无人机配送的发展 ，将全面
构建通航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 持续深化
通航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发挥通航运
输网络功能 ， 针对小型飞机运行特点和中
国市场实际需求 ，建立既确保安全 、又区别
于大型公共运输的差异化审定 、 运营和监
管规则 ，为干线 、支线和通航短途运输航线
发展创造空间 ；发挥通航产业融合功能 ，特

别是加快无人机规章标准制定 ， 进一步扩
大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范围 ， 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

业内人士认为， 无人配送在电商巨头推
动下已成为行业热门，技术也不断走向成熟，
从实验室测试阶段向规模化落地发展。 从封
闭园区无人配送车到无人机， 无人配送探索
从地面拓展到了天空，优势更加明显，解决一
些灾区、山区、农村边远地区等“最后一公里”
配送难题，提升配送效率，带来更加安心、卫
生的物流服务体验。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当个好观众
“拉黑”盗版者

■ 何珂

今年春节档票房再创新高， 电影票价也随
着市场的红火而水涨船高， 六七十元的价格让
不少人感觉 “肉疼”。 如果此时有人向你兜售
“8.88 元就能看 6 部贺岁片”，你会做何选择？

这并不是假设的场景，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
情。春节档电影火热上映之际，往往也是盗版资
源大行其道之时。 据媒体报道，在社交媒体、电
商平台、二手交易平台，相关电影的盗版资源明
码标价、高调传播，甚至成为一些公众号或者网
络群的引流工具。 在为数不少的小程序或者视
频网站上，盗版资源堂而皇之地占据着“C 位”。

据相关资料， 近年来我国影视剧的盗版损
失率已高达 55%，每年损失超过 10 亿元。 为何
盗版现象如此猖獗？ “利益”是催动盗版行为屡
禁不止的关键所在。对生产盗版资源的人来说，
既能卖电影资源赚钱，还可以为网络引流，总而
言之就是以极小成本获得超高收益； 而对购买
盗版资源的消费者而言， 这是一种贪小便宜的
薅羊毛心理。 然而，原创者投入多少心血，盗版
的伤害就有多深。

依法打击盗版行为、 遏制传播盗版电影的
下载链接、自觉抵制观看盗版电影，是知识产权
保护的应有之义。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例中，披露了因盗版《流浪地
球》 等春节档影片牟利，8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电影盗版获刑无疑是一记警钟。 针对今年春节
盗版资源乱象，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中宣部电影
局、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近日联合部署
开展院线电影版权保护集中行动， 严厉打击春
节档院线电影盗录传播等违法犯罪行为， 规范
电影市场版权秩序。精准打击盗版电影，监管部
门要严厉查处违法责任人，遏制盗版传播，违法
必究，执法必严，加大盗播盗版的违法成本，让
非法牟利团伙付出法律代价；版权方、播出平台
也应加大版权监测监管力度，顺藤摸瓜，提高防
盗版防控能力；广大网友也要提升版权意识，支
持原创，自觉维护法律威严，珍惜电影人的劳动
成果。

“正在放映的电影不是景点”“屏摄是不文
明行为”……在网上，许多导演和演员向公众发
出“拒绝盗摄倡议”。 当个好观众，“拉黑”盗版
者，网络空间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应提升版权意
识，既保护好自己的原创成果，也尊重他人的智
慧结晶。

不得给家长
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
教育部 2 月 23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

学期中小学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强化学生作
业管理，严格按照规定控制作业总量，坚决克服
机械、无效作业。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杜绝重复性
惩罚性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
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要按照“有限带入
校园、禁止带入课堂”的要求，细化手机管理措
施。

点评：一些学校和老师把给家长布置作业、
批改作业当作实现家校紧密合作，强化“家校共
育”的方法，这是错误的，在孩子的作业问题上，
不能混淆主体。 要明晰办学者、教育者（教师）、
受教育者（学生及学生家长）三方责任，各司其
职，让教育回归本位。

网友热议：
网友“食人花”：有时自己也会主动检查孩

子作业，但自愿和强制是两种概念，老师和家长
都该各司其职吧。

@ 影视剧正太：支持，给家长减负，给学生
减负，给老师减负。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张伯礼称年底
有望恢复到疫情前状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2 月 23 日表示，三

月初是国内疫情拐点， 复工复产复学都可有序
进行。 今年整体的防控形势会平稳趋好，“估计
年底疫情会更加常态化， 能很大程度地恢复到
疫情之前的水平。 ” 张伯礼也提醒，少聚集、保
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应长期坚持。

点评：目前国际疫情稳步趋暖，国内也都实
现了常态，整体疫情防控趋势平稳趋好。尽管拐
点已到来，但自我防控也不能松懈。没有一个冬
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相信疫情
的阴霾终会散去。

网友热议：
@ 雾冷深山：保持住现在的好状态，再加

上疫苗的效果，我们很快就能恢复如初了。
@ 宇良之家：期待！ 但也请大家继续戴好

口罩，不松懈，不大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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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成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可以变现，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指标。 受利益驱动，一些网络平台
片面追求“流量为王”，甚至不惜造假，制造虚假流量。 如何治理网络虚假流量？

歪曲事实，破坏网络生态

近年来 ， 随着网络空间乱象治理力
度加大 ，网络生态日益改善 ，不过 ，制造
虚假流量、传播虚假信息 、恶意营销等乱
象还时有发生。

在庞杂的互联网信息中， 如何让一条
网络信息脱颖而出，受到人们的关注。网络
炒作、恶意推广，成了一条捷径。前不久，媒
体就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 广州一位学生
家长刘某认为孩子在学校受到了体罚，因
此心生怨恨， 决定报复老师。 刘某伪造血
衣，并把照片发到微博上，造谣女儿受体罚
吐血。 尽管图片血腥、情节离奇，但是这条
微博还是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 为了引

起更大关注，达到惩罚老师的目的，刘某雇
请网络推手，进行网络炒作，最终这条消息
被转发 140 万余次、阅读 5.4 亿次，成功登
上微博热搜。

不难看出，网络推手为了牟利，不惜散
布谣言，歪曲事实，误导公众。 业内人士透
露，网络推手善于揣摩人们的心理，知道什
么样的信息最能吸引人。为了吸引眼球，迎
合大众猎奇心理， 网络推手往往通过制造
虚假信息，精心编制虚假故事情节，让信息
快速裂变，进而增加阅读量、转发量，获取
高额回报。 谣言传播速度快， 推广成本很
低，可操作性强，具有裂变效应，成了网络

推手恶意推广的工具。
虚假流量已经渗透到互联网经济的

多个领域。 2020 年“双 11”期间，某网红参
加一场直播带货活动，活动方声称直播吸
引了 311 万观众，而实际上真实观众远没
有那么多。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实际人气
不到 11 万， 其他观众人数都是花钱 “刷
量”， 评论区的评论绝大部分也是机器刷
出来的。

业内人士认为， 制造虚假流量的方式
花样繁多，有的通过不正当方式，比如抄袭
“洗稿”， 吸引网络流量； 有的通过制造谣
言，恶意圈粉，非法牟利；有的通过 “黑公
关”，恶意营销，甚至敲诈勒索等。制造虚假
流量，突破了法律道德底线，严重破坏了网
络生态，侵蚀社会信任体系。

“养号控评”，暗藏黑色利益链条

网络推手常常控制着巨量账号， 以此
通过运作，虚增流量。 “养号”有多种方式，
一是通过发布“网赚”兼职的方式，吸引大
量私人账户参与“刷量”，例如有的 App 专
门提供“刷量”业务，宣称“在家躺着也能赚
钱”，用户帮忙代刷，或者撰写虚假评论，就
能获得一定收益； 二是利用技术模拟人工
转发、评论等，进行“刷量”，群控软件就是
常见的机器“刷量”工具；三是通过炮制“爆
文”，吸引粉丝盲目跟风。

虚假流量背后暗藏着一条黑色的利益
链条。 养号刷量，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

实则已经形成一个规模达千亿元的 “灰色
市场”。 从阅读量、转发量，到评论量、点赞
量 ， 再到交易量 ， 一切流量数据都可以
“刷”。 在上述刘某的案件中，刘某仅用 760
元， 就把一条虚假消息炒成 5.4 亿阅读量
的热搜。据媒体报道，刘某向网络推手马某
支付了 760 元， 其中 100 元买 1 万转发、
160 元买 2万点赞、500 元买 10 万粉丝。马
某“接单”后，仅花了 270 元，就让某网络推
广平台完成了推广任务。 有需求，有中介，
有平台运作， 一个恶意炒作的利益链浮出
水面。

“养号”的危害不容小觑。一些人认为，
“养号” 就是一些商家为了赚取好评的伎
俩，小打小闹，无伤大雅。其实不然。网络推
广平台通过“养号”，不仅制造虚假流量，还
通过网络“水军”虚增虚假评论，达到控制
评论的目的。 在网络上，人人都有麦克风，
而如果“养号控评”以所谓“舆论监督”的名
义绑架舆论，就会让事实真相蒙尘，将公众
引向错误的方向，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专家认为，“养号控评” 让真实的声音
被淹没，被操纵的评论占了上风，不仅破坏
了互联网生态， 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
“养号控评” 运用的是不正当竞争方式，营
造的是虚假繁荣，最终只会导致“劣币驱逐
良币”。 虚假流量已经成为行业顽疾，亟待
治理。

重典治乱，推进协同共治

治理虚假流量， 要依法铲除黑色利益
链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新
修订的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自 2021
年 2月 22日起施行。《规定》提出，公众账号
生产运营者应当履行用户主体责任， 建立
健全内容和账号安全审核机制， 加强内容
导向性、真实性、合法性把关，依法依规管
理运营账号， 以优质信息内容吸引公众关
注订阅和互动分享， 不得从事恶意注册账
号、编造虚假信息、煽动极端情绪、剽窃原
创作品、实施网络暴力、进行敲诈勒索、买
卖交易账号等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账号内
容安全和清朗网络空间。 其中，特别提出，
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不得操纵利用多个平
台账号， 批量发布雷同低质信息内容，生
成虚假流量数据，制造虚假舆论热点。

专家表示，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不

断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互
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论坛
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
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陆续出台细则，有助于
打击虚假流量黑色利益链条。不过，法律法
规仍需要不断完善治理体系， 比如有的虚
假流量操纵方租用境外的云服务器， 造成
调查、取证难。

监管部门还要加强监管力度和处罚力
度，猛药去疴、重典治乱。 不过，借助新技
术，虚假流量操纵方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
方式更加多样化，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专
家表示，监管部门不妨利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实现机器自动审核，
做到实时监管，依法清理“僵尸账号”，减少

评论注水，让评论回归作品本身。
铲除虚假流量黑色利益链条， 还要推

进协同共治。 监管部门、网络平台、网络用
户只有携手同行、共同努力，才能让虚假流
量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监管部门与网
络平台之间要紧密联动， 建立协同治理机
制。 对于网络平台来说，要坚持内容为王，
不断向读者推送正能量的原创内容， 摒弃
“流量至上”的思维，如此才能实现健康长
远发展。 对于个人来说， 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要主动做好账号管理，自觉遵
守法律法规，抵制“刷量”行为，共
同维护风清气朗网络空间。

王子强/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