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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全国首例“暗刷访问流

量”案近日履行完毕。据《人

民日报》报道 ，被告许某向

原告常某某购买网络暗刷

服务提高点击量，并假借虚

假流量误导网络游戏玩家。

因被告未按合同向原告支

付服务费， 原告诉至法院。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

定涉案合同属“绝对无效”，

并作出收缴常某某、许某非

法获利

16130

元 、

30743

元

的决定书。

6

月

3

日，法院

已向当事人双方送达了判

决书。

正所谓，偷鸡不成蚀把

米。 简单概括，此案的一个

重要含义是： 花钱买点击，

法律不保护。许某为了吸引

玩家使用其经管的

APP

产

品，花

3

万元向从事刷量服

务的常某某购买点击量，常

某某用

15

天帮其刷出近

2800

万个点击量。 但交易

完成后，许某却未向常某某

付费。 显然，许某的做法有

违契约精神。 但是，鉴于原

被告双方的交易行为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合同

法》 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因

此双方的合同是无效的。不

仅原告的诉求不被支持，而

且原被告双方的非法获利

皆被收缴。

本质上讲，花钱买流量

属于欺骗行为。即当事人以

虚假的数据来宣传自己的

商品， 以达到获利的目的。

这与电商卖家 “刷好评”的

性质相似。大多数人都有从

众心理，只要一件商品有人

围观或叫好，就会吸引更多

人前来关注。以微信公众号

为例，如果一篇推文下面显

示出可观的点击量，就容易

吸引读者转发，哪怕推文的

质量一般般；如果推文的点

击量很少，读者的转发欲望

就会很小，哪怕推文的质量

很高。这就是为什么早前微

信公众号大量出现虚假

10

万

+

而受到腾讯公司整治

了。

游戏

APP

的虚假流量

是误导玩家花钱玩游戏，公

众号推文的虚假流量是欺

骗广告商，或诱使读者传播

并因此获得广告收益或打

赏金。 可见，虚假流量的最

终目的，都是骗钱 ，其性质

很恶劣。 遗憾的是，连虚假

流量的买卖双方也没有认

识到自身行为的恶劣性质，

否则就不会发生公然对簿

公堂的事件了。

事实上，“全国首例”的

定语也表明，许多人并没有

把这种行为视为严重失信

甚至涉嫌违法的问题 。 去

年，全国首例网络视频刷量

案在上海宣判，杭州一公司

被判赔偿爱奇艺

50

万元 。

这表明 ，在此之前，作为利

益受损一方，主动通过法律

途径维权还是空白，这与虚

假刷流量大行其道的现实，

是极不相称的。

是时候严厉整治虚假

流量了。 一方面，有关部门

可通过征信系统将刷流量

行为较为严重者列入失信

名单；另一方面 ，通过奖励

举报等方式，揪出更多刷流

量的商家，以罚款及没收非

法所得等方式进行惩处；此

外，被误导的消费者如果发

现访问流量异常，可以像爱

奇艺一样通过举报或起诉

的方式来索赔。

整治暗刷虚假流量事

关消费环境与网络诚信，人

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需以同

仇敌忾的气势对待之。

◎

椿桦 本报评论员

现在，互联网数据收集

程度的广泛，其使用的便捷

性，足以支持“不到 10 分钟

就开出无犯罪证明”。 那么

为何还是出现了拖了 50

天、往返两万公里才办理的

一幕？

……大数据的存在，恰

恰是在抹平不必要的证明

流程，让数据自证民众的个

人信息。 当方法还是旧的，

那么再多的数据，也只能为

旧方法服务，矮化大数据的

意义与功效。 可见，具备现

代性色彩的大数据时代，也

必然需要现代化的思路理

念，才能保证工具与价值的

协调。

———光明网 ：《大数据

时代，开张“无犯罪记录”这

么难》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

场大仗、硬仗、苦仗，不可能

打几个冲锋就赢得蓝天常

驻。政府、企业、公众需齐心

协力， 坚持不懈地冲锋陷

阵，而且要做好付出一些代

价的充分准备。 例如，一些

地方要承受短期的、局部的

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投入更

多资金大力治理污染……

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必要

的，这是在还生态环境的历

史欠账， 同时不再欠下新

账。 唯有如此，才能把关系

亿万人民身体健康和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办好。

———人民日报 ：《蓝天

保卫战 还得加油干》

垃圾分类不是小事易

事分外事，而是大事要事分

内事。“坐而论道，不如起而

行之”。围绕垃圾分类，不少

地方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江

苏扬州推出“互联网+垃圾

分类”数据平台，市民可以

利用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

活用品；广东东莞将回收的

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肥，向

居民免费派发；上海闵行志

愿者轮流值班，指导垃圾投

放……这也启示我们，道理

千万条，做是第一条，只要

都行动起来，垃圾分类就一

定会蔚然成风。

———北京青年报 ：《垃

圾分类不是小事易事分外

事》

◎

木木 辑

是时候严厉整治虚假流量了

白

话广州

“唔该”

嘅

N种用法

本周一， 同事讲咗佢经历

嘅一件趣事： 当日喺广州火车

站， 一个外国人问佢售票点喺

边度，佢讲咗之后，呢位外国人

好有礼貌咁用粤语致谢：“ 冇客

气”， 旁边好多人都笑起身，其

中一个师奶讲：应该讲“ 唔该”。

粤语中嘅礼貌用语好多同

普通话系一样嘅， 比如“ 冇客

气 ”（ 不客气） 、“ 多谢 ”（ 谢谢）

等，但有一个就零舍唔同嘅，就

系前面师奶所讲嘅“ 唔该”。

粤语“ 唔该”相当于普通话

嘅“ 谢谢”、“ 劳驾”，但实际使用

中， 因语境唔同， 仲有多种解

释———

“ 滚水嚟喇，唔该借一借”。

“ 唔该”系麻烦嘅意思；

“ 呢只牌子啱啱卖晒，唔该

你拣过其他啦”。“ 唔该”系请嘅

意思；

“ 唔该你啦 ， 生下性啦 ”。

“ 唔该”系拜托嘅意思；

虽然“ 唔该”同“ 多谢”都有

得到帮助后向对方致谢嘅意

思，但仲系有区别嘅，“ 唔该”可

以事前讲，如“ 靓女：唔该，帮我

开下门”，又可以系事后，如人

家主动帮你开咗门后， 你先讲

“ 唔该，靓女”。而“ 多谢”只有事

后讲。

讲“ 唔该”， 有时甚至可

以唔叫称谓， 比如“ 唔该、 唔

该， 呢附近边度有公厕？” 有

“ 唔该” 开头， 对方亦唔会认

为你冇礼貌。

从字面上睇，“ 唔该” 有唔

应该嘅意思， 即应该自己做嘅

事人家帮你做咗， 所以亦有表

歉意嘅意思。

◎

阿六 律师

市

民论坛

“禁用一次性用品”

应是党政机关标配

热

点观察

新

华时评

台湾当局领导人 蔡

英文上台

3

年多来， 不断

限制 、干扰 、破坏两岸正

常交流，最近更是处心积

虑通过“修法”加码设障，

对希望改善发展两岸关

系的岛内各界施以恐吓、

捆绑。 然而，民意泱泱，时

势浩浩，逆流而动的蔡英

文和民进党当局再怎么

机关算尽，到头来都注定

是枉费心机。

日前 ，民进党当局借

其在台立法机构的多数

席位优势 ，强行通过 “两

岸人民关系条例 ” 相关

“增订”条文，对两岸协商

签署政治协议设下“双审

议”

+

“公投”的高门槛。 民

进党此举，被台湾舆论斥

为将 “两岸人民关系条

例 ”变成了 “两岸断绝关

系条例”。

2008

年之后八年间，

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

展 呈 现 一 派 繁 荣 景 象 。

民进党当局

2016

年上台

后 拒 不 承 认 “ 九 二 共

识”， 破坏两岸交流合作

的政治基础 ， 使两岸关

系进入 “冰冻期”。 今年

以来 ， 蔡英文及其幕僚

一再口出狂言挑衅大陆，

升高两岸对立 ， 加快开

历史倒车。

从要求高校网站 下

架台湾学生赴大陆实习

计划信息，到威胁赴大陆

展开对话协商的台湾各

界人士，从禁止台湾个人

或团体参加行之有年的

海峡论坛涉及民主协商

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的活动，到阻止台湾县市

政府组团参加海峡论坛 ，

民进党当局全面阻挡两

岸各领域正常交流往来 ，

动作不断加码。

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

逆势而为，筑高两岸交流

协商门槛，除反映其一贯

坚持“脱中”“去中”立场的

“台独”本性外，也有着不

可告人的政治算计。

2020

年岛内“大选”将近，大失

民心的民进党当局急需

尽快拉抬低迷的声势 ，于

是故伎重演，企图借挑起

两岸对立掩盖其在改善

两岸关系方面的黔驴技

穷，凝聚特定群体的支持，

以成就蔡英文个人的政治

野心。 这种为一党一己之

私而罔顾台湾人民根本愿

望、 为捞取选举利益而牺

牲台湾人民福祉的低劣政

治操作， 早已被世人所看

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

大势所趋， 两岸合作共赢

是民心所向。 习近平总书

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

讲话已在两岸同胞中产生

强烈感召力。 无论蔡英文

和民进党当局如何处心积

虑、 无所不用其极地为两

岸交流协商加设障碍，都

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亲走

近的共同愿望， 阻挡不了

两岸融合发展的浩荡潮

流， 更阻挡不了两岸必将

统一的历史大势。

◎

吴济海 新华社记者

为两岸交流设置障碍注定枉费心机

明天就高考了 ！ “今

年广东高考

76.8

万人报

考 ， 较 去 年增 加

1

万 ”

（《信息时报 》

6

月

5

日 ），

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有

关各方早已做足准备，比

如 ，“广东天气预报精细

到各考点，雨伞干毛巾等

皆已备好”（《羊城晚报 》

6

月

5

日 ）。 社会发展到今

天，成才与成功的路径越

来越多，高考只是其中的

一条。 因此，对考生而言，

应当摒弃 “一考定终身”

的观念，保持一颗平常心

从容应考。 对家长而言 ，

不可表现出 “严阵以待”

状， 以免将紧张状态传递

给孩子。

平常心既能 缓解 紧

张， 也有助于防范骗局。

“网售高考答案、跳档录取

均不可信，深圳警方教你

看清涉考

8

大骗局”（《晶

报》

6

月

5

日） 的新闻，广

大考生和家长有必要关

注。 另外，即便没考好，也

无需悲观，有道是“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看，

“佛山顺德区体育选手频

频扬威世界赛场，今年再

出两位世界冠军”（《广州

日报》

6

月

5

日）， 在体育

运动上努力，同样能够成

为拔尖人物。

说 到 体 育 运 动 ，

“

2023

年亚洲杯在中国举

行， 广州入选

12

个办赛

备选地”（《南方都市报》

6

月

5

日） 值得关注。 由于

亚洲杯决赛圈已扩充为

24

支球队参赛，至少需要

8

座城市承办比赛， 而广

州有恒大、富力这些颇具

声名的球队，赛场布局很

成熟，因而具备入选承办

城市的优势。

一个城市在体育运动

上的魅力， 不只体现在赛

场上， 还体现在市民生活

中。 从 “摩拜哈啰青桔中

标广州共享单车，

ofo

出

局将回收车辆 ” （《信息

时报 》

6

月

5

日 ） 来看 ，

广州在骑行方面的配套是

比较丰富的 。

ofo

出局表

明， 共享单车的粗放式管

理不适合广州。 安全、 有

序， 是共享单车做大做强

的前提。 但愿通过这次招

标， 共享单车能彻底摒弃

乱象， 让市民的骑行体验

更加有质量。

◎

陈香凝 网管员

愿学子们以平常心从容赴考

点

击广东

“可以借鉴上海等城市立

法思路， 要求党政机关、 事业

单位禁止使用一次性物品 。”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副

市长张家明作了关于 “大力促

进源头减量， 强化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 议案办理情况的报

告。 他在报告中提出， 快递企

业应使用电子运单和可循环使

用的环保包装， 商品零售场所

应严格执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

用 制 度 （ 《新 京 报 》

6

月

5

日）。

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 可

谓好处多多， 比如， 节约、 减

少垃圾产生量、 绿色环保。 也

正因如此， 少用一次性用品渐

成社会共识， 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八成受

访者欢迎禁用一次性物品； 同

时， 在现实生活中少用或不用

一次性用品 ， 如一次性购物

袋、 餐具等， 也正在成为不少

市民的行为习惯。

相对于民间的自发行为 ，

党政机关理应做得更好 。 首

先， 党政机关使用一次性用品

的需求与范围不如社会生活那

么广泛 ， 而且在功能替代方

面 ， 成本考量的因素并不突

出， 受到的制约不多。 其次，

党政机关对用品的购与用是分

离的， 少数人负责购而多数人

来使用。 这些特殊性决定了 ，

即便是不禁用， 党政机关不选

用一次性用品都不是难事， 甚

至是很容易操作。

此外， 党政机关禁用一次

性用品， 更关键还是确立一种

环保的导向 。 倡导社会做到

的， 自身先做到， 一方面通过

带头禁用做示范； 另一方则是

通过组织的行为， 培养并传递

远离一次性用品的意识和行为

自觉， 营造生态消费的社会氛

围。 从这个角度来看， “禁用

一次性用品” 应是党政机关标

配， 可行、 易行且必需。

当然， 禁用或者减少一次

性用品的使用， 仅仅从民用的

需求端来做 “减法” 是远远不

够的， 一次性用品的广泛性 ，

特别是一次性塑料制品、 一次

性包装物的泛滥几成公害， 如

塑料袋的滥用、 快递包装外卖

包装迅猛增涨、 商品过度包装

相当普遍， 即便是党政机关纳

入禁用范围， 也难以全面摆脱

其依赖。 因此， 从治理包装垃

圾和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 更

需要体系化的治理， 除了使用

层面上转变观念， 减少需求之

外， 更需要针对生产、 运用环

节以及重点行业领域， 完善法

规、 加强管理， 真正倒逼其环

保替代、 控量减量， 真提高消

费供给的绿色环保成色。

因此， 在党政机关禁用一

次性用品确立导向的同时， 更

需要推动限塑、 控塑及包装物

垃圾治理的升级， 将环保共识

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共识、 商家

的行动共识和消费的认同共

识。

◎

房清江 公务员

信息时报评论邮箱：

xxsbpl@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