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
部印发通知， 就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作了
专题部署。 中央宣传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
关情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开展此项工作的总体考
虑。

答：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特
别是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 推出了一
大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精品力作， 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努力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文娱行业在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 推动经济增
长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有关
主管部门就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 促进影视
业健康发展、 强化网络内容监管等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 对明星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
逃税、 低俗信息炒作和劣迹艺人管理等不断
加大整治力度，取得一定成效。 但也要看到，
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 天价片酬、“阴阳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有以新方式新手段死灰复
燃迹象，流量至上、畸形审美 、“饭圈 ”乱象 、
“耽改”之风等新情况新问题迭出，一些从业
人员政治素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
滑坡，违法失德言行时有发生，对社会特别是
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促进文娱行业健康发展，
回应人民群众呼声， 中央宣传部会同有关部
门近期集中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并建

立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有力规范市场秩序，坚决遏制行业不良倾向，
有效廓清文娱领域风气， 积极引领向上向善
社会风尚。

问：此项工作明确强调“综合治理”，请问
主要包括哪些工作内容？

答： 文娱领域存在的这些不良现象涉及
面广、关联度高、复杂性强，必须进行全方位
综合治理。我们将从七个方面着手：一是规范
市场秩序，二是压实平台责任，三是严格内容
监管， 四是强化行业管理， 五是加强教育培
训，六是完善制度保障，七是加强舆论宣传。
突出问题导向，各部门协同发力，既要加强源
头治理，又要做到全链条覆盖；既要在短期内
取得明显成效，又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达到
标本兼治的效果。

问：最近一段时间，文娱领域连续出现个
别从业人员违法失德言行。 此次综合治理工
作对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 行为规范和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

和要求？
答：随着文娱行业创作、生产、传播、消费

方式日趋多样化， 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结构更
复杂、思想更活跃、流动性更大，全面提升从
业人员遵纪守法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 加强
行为规范，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势在必行。 通
知强调，要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加大对违法
失德艺人的惩处。 规范明星广告代言， 将明
星、企业、媒体等相关方全部纳入监管视野。
提高准入门槛，规范艺人经纪。严格执行演出

经纪人资格认证制度。 研究制定演员经纪机
构、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等管理办法。 通知指
出，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实现自我约束
管理。强化行业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职能，积
极开展道德评议， 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
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司、 明星工作室进
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问：这次综合治理工作中，对压实平台的
主体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是基于哪些方
面考虑？

答：平台在娱乐信息的传播、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
用。 但也要看到，一些平台追求流量至上，忽
视社会责任，不重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统一，在内容生产、审核、传播等环节把关不
严， 甚至对不良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推动各类平台有效管理、有序运行，至
关重要。 通知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要求，
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 ， 优化内容推荐算
法。 加强明星粉丝团、后援会账号约束管理。
切实履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处置互
撕信息。 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
平台，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罚。 同时
提出要对牟取不当利益的营销号加大查处
力度，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

问：我们注意到，在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
理的同时，也部署了“饭圈”乱象专项综合整
治工作。此前，相关部门对“饭圈”乱象开展了
专项行动， 请问综合整治工作有哪些更进一
步的举措？

答：近年来，随着粉丝经济的发展，不良
“饭圈”现象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拉踩
引战、攀比炫富、人肉搜索、刷榜控评等问题
屡见不鲜，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为推动粉丝文化良性发
展，建设清朗网络生态，在“清朗·‘饭圈’乱象
整治”专项行动基础上，此次将持续从八个方
面进一步加强全面整治： 一是强化综艺节目
管理，二是强化榜单产品管理，三是强化粉丝
消费管理，四是强化粉丝互动管理，五是强化
明星经纪管理，六是强化明星自我约束，七是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八是限制未成年人非理
性追星。坚决抵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
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探
索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青少年健
康成长。

问： 此次综合治理明确提出要规范市场
秩序，主要的着眼点是什么？

答：良好的市场秩序是文娱行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证，这里也包括各类市场主体和资本
的积极参与。近年来，文娱产业迅速发展，但也
出现了一些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倾向，甚至
通过各种手段牟取不良利益，破坏了行业生态
和社会风气。在此次综合治理中，一方面，要发
挥市场积极作用， 引导资本与产业良性互动，
加强文娱企业社会效益考核，推动其承担更多
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强化资本监管，坚决打
击“黑灰产”等违规违法行为，抵制天价片酬，
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通过构建规范的市场秩
序，促进文娱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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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廓清文娱领域风气

———中央宣传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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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 2 日发出
通知， 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坚决抵制违法
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切实加强
从业人员管理，把好文艺节目导向关、内
容关、人员关、片酬关、宣传关。

把好文艺节目的“五关”，就是要对
失德艺人说“不”，对德不配位的流量明
星说“不”，对低俗庸俗媚俗现象说“不”，
对无底线审丑的泛娱乐化倾向说 “不”，
对天价片酬、“阴阳合同”说“不”……这
是广播电视行业社会责任之所在， 是文
艺节目获得持久生命力的关键， 也是维
护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清朗空间的必然

要求。
主管部门的态度是坚决的，界限是

清晰的，底线是明确的，措施是有力的。
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要倾听

群众呼声 ，回应社会关切 ，严格落实举
措，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旗
帜鲜明树立爱党爱国、崇德尚艺的行业
风气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 ，在风云
变幻的大时代中找寻创作源泉，创作生
产出更多有价值、 有品位的优秀作品，
让主旋律和正能量充盈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空间。
新华社记者 王鹏 白瀛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引领向上向善社会风尚

中国作协发布意见

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
新华社北京 9月 2日电（记者 王思

北） 中国作家协会 2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
将通过持续开展“到人民中去”职业道德
教育活动等， 引导广大文学工作者不断
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根据意见， 为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
道德建设，中国作协将持续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让广大作
家到人民中去，为人民书写，创作出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反映人民心声、深受
人民欢迎的作品。

同时，中国作协还将加强会员管理，
对失德失范会员及时进行警示教育、督
促改正，对严重违纪、触犯刑律的会员及
时取消会籍。加强对网络作家、自由撰稿
人等新文学群体的团结引领， 围绕网络
文学创作导向、职业操守等问题，制定行
业自律公约， 建立对失德失范行为的监
督机制，规范行业行为。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

加强经纪机构管理约束表演者行为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记者 2 日获悉，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
法》。 《办法》的出台，旨在强化对经纪机构的管
理，约束表演者行为，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办法》所称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是指
依法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动的经营单位。 网
络表演经纪活动包括：网络表演内容的组织、
制作、营销等经营活动；网络表演者的签约、
推广、代理等经纪活动。

当前，网络表演直播活动中，仍存在为博取

眼球、获得流量，错误引导粉丝群体，制作、发布
的内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情况， 同时
个别经纪机构一味追逐经济利益，为诱导打赏、
虚假消费、 炒作宣传等网络黑灰产提供生存土
壤和发展空间。对此，《办法》明确规定网络表演
经纪机构不得以虚假消费、 带头打赏等方式诱
导用户消费，不得以打赏排名、虚假宣传等方式
进行炒作。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加强对签约
网络表演者的约束，要求其不得以语言刺激、不
合理特殊对待、承诺返利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

全方位综合治理

全方位综合治理将从七个方面

着手：一是规范市场秩序，二是压实
平台责任，三是严格内容监管，四是
强化行业管理，五是加强教育培训，
六是完善制度保障， 七是加强舆论
宣传。突出问题导向，各部门协同发
力，既要加强源头治理，又要做到全
链条覆盖； 既要在短期内取得明显
成效，又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达到
标本兼治的效果

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惩处

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 加大对
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 规范明星广
告代言，将明星、企业、媒体等相关
方全部纳入监管视野。 提高准入门
槛，规范艺人经纪。严格执行演出经
纪人资格认证制度。 强化行业协会
职业道德委员会职能， 积极开展道
德评议， 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
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司、 明星
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优
化内容推荐算法。 加强明星粉丝
团、后援会账号约束管理。 切实
履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
处置互撕信息。 对发现不及时、
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将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罚。 要对牟
取不当利益的营销号加大查处

力度，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
行为

加强“饭圈”乱象整治

八个方面加强“饭圈”乱象全面
整治：一是强化综艺节目管理，二是
强化榜单产品管理，三是强化粉丝消
费管理， 四是强化粉丝互动管理，五
是强化明星经纪管理，六是强化明星
自我约束， 七是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八是限制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坚决
抵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
和流量至上、 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
观，探索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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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表演者的约束，要求其不得以语言刺激、不
合理特殊对待、承诺返利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

全方位综合治理

全方位综合治理将从七个方面

着手：一是规范市场秩序，二是压实
平台责任，三是严格内容监管，四是
强化行业管理，五是加强教育培训，
六是完善制度保障， 七是加强舆论
宣传。突出问题导向，各部门协同发
力，既要加强源头治理，又要做到全
链条覆盖； 既要在短期内取得明显
成效，又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达到
标本兼治的效果

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惩处

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 加大对
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 规范明星广
告代言，将明星、企业、媒体等相关
方全部纳入监管视野。 提高准入门
槛，规范艺人经纪。严格执行演出经
纪人资格认证制度。 强化行业协会
职业道德委员会职能， 积极开展道
德评议， 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纵
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司、 明星
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优
化内容推荐算法。 加强明星粉丝
团、后援会账号约束管理。 切实
履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
处置互撕信息。 对发现不及时、
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将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罚。 要对牟
取不当利益的营销号加大查处

力度，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
行为

加强“饭圈”乱象整治

八个方面加强“饭圈”乱象全面
整治：一是强化综艺节目管理，二是
强化榜单产品管理，三是强化粉丝消
费管理， 四是强化粉丝互动管理，五
是强化明星经纪管理，六是强化明星
自我约束， 七是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八是限制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坚决
抵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
和流量至上、 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
观，探索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

今日关注··文娱领域治理

中央宣传部印发通知

部署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针对流量至上、

“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出现的问
题，中央宣传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
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近年来，文娱行业在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有关主管部门就深化影视业综
合改革、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强化网络内容监
管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明星天价片酬、“阴
阳合同”、偷逃税、低俗信息炒作和劣迹艺人管
理等不断加大整治力度，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
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 天价片酬、“阴阳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有以新方式新手段死灰复燃
迹象，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
之风等新情况新问题迭出，一些从业人员政治
素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法
失德言行时有发生，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
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为此，中央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近期集中开
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通知》明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有效遏制行业不良倾向，廓清文娱领域风气。

《通知》要求规范市场秩序。强调企业社会
责任，鼓励资本与产业良性互动。 遏制资本不
良牟利，抵制天价片酬，合理配置成本比例，严
厉查处偷逃税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通知》要求压实平台责任。 打击流量至
上，维护行业良好生态。查处一批牟取不当利
益的营销号。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
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优化内容推荐算法。
加强明星粉丝团、后援会账号的管理。切实履
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处置互撕信息。
对发现不及时、 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通知》要求严格内容监管。 严管综艺节
目，健全审批机制。严禁选用未成年人参加选
秀类节目。 持续开展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整治
工作。树立正确审美观，加强文艺创作审美导
向把关。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提升游戏文
化内涵。压实游戏平台主体责任，推进防沉迷
系统接入，完善实名验证技术。

《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加大对
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
复出。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提高准入门槛，规范
艺人经纪。 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资格认证制
度。 研究制定演员经纪机构、网络表演经纪机
构等管理办法。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强化职业
道德委员会职能，积极开展道德评议，及时对
违法失德人员和纵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
司、明星工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通知》指出，要加强教育培训。丰富从业
人员的教育培训手段，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明
确红线底线。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学
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引导树立正确价值
观。 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参加偶像团
组和线下应援活动。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强
化“饭圈”集资乱象、不良网贷等负面案例的
警示教育作用。

《通知》指出，要完善制度保障。健全法律
法规， 推进依法管理。 研究制定粉丝社群管
理、经纪公司管理、直播管理、演艺明星金融
产品和游戏产品代言管理等监管规则。

《通知》指出，要加强舆论宣传。加强正面
宣传， 引导从业人员崇德尚艺。 强化舆论监
督，营造良好环境。 发挥文艺批评作用，引导
正确审美。

《通知》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
（党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塑造
什么样的未来人”的重要性，严格落实主管和
属地责任， 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结合
实际细化完善工作措施， 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到位。 加强工作联动，构建多领域、跨部门协
同合作的工作格局。

同时， 中央宣传部还就进一步持续整治
“饭圈”乱象作了专门部署。 从强化综艺节目
管理、 强化榜单产品管理、 强化粉丝消费管
理、强化粉丝互动管理、强化明星经纪管理、
强化明星自我约束、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限制
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等八个方面着力， 坚决
抵制造星炒星、 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
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探索构建“饭
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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