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屏蔽问题由来已久

2政经北京商报2021.9.14

责编杨月涵 美编代小杰 责校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占山为王到互联互通 大厂围墙怎么破

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6天后，疫情

又起。

3天，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76例，其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8例，无症状感染者28例。期间，莆田

枫亭镇全镇提升为高风险区域。

同为德尔塔毒株引发的较大规模

的本土疫情，莆田疫情本身仍有诸多

不同寻常的点。

首先，舆论高度关注的零号病例，

历经9次核酸检测阴性，入境38天后

首次确诊。由于过往病例潜伏期较

短，这也引发了超长潜伏期的猜测，

以及是否有必要延长入境后的隔离时

间的讨论。

其次，学校成为传播中心。阳性76

例中，涉及十余名小学生，均来自同一

所小学。由于未成年接种疫苗并不普

遍，加上人员聚集，学校成为病毒极易

传播的地方。

儿童与青少年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的风险不仅在于自身，还在于其潜在

可能的超长传播链。尤其是，关联病例

引发的代际传播，这将大大影响整个

社会防疫的成果。

意识到学生传播的危险性，莆田

市教育局已发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

园暂停线下教学，改为线上教学。下一

步，校园防控如何升级，未成年疫苗接

种工作有效推进，都成为莆田疫情留

给全社会的考题。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赴福建工作组

专家判断，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厂等人群中

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

外溢风险。

与此前几轮疫情曝出的问题相

似，入境防控依然形势严峻。无论是南

京机场，还是郑州医院，破防地点都与

境外输入病例密切相关。而莆田与其

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则在于莆田的“朋

友圈”更大也更复杂。

莆田是有名的侨乡，历来有“海上

丝绸之路”之称。地理位置优越，北连

福建省会福州，南接省内经济发达的

泉州，因为濒临台湾海峡，与新加坡有

密切的往来。无论是正常的入境人员，

还是非法入境人员，都给疫情防控带

来极大挑战。

由此可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巨大压力依然不可小觑。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境外输入的病毒大范围传

播。由于工厂人员密集，鞋厂正是莆田

疫情的另一个扩散中心。

扬州疫情仍在不远处。截至9月9

日，扬州中风险地区清零。相比扬州

有扬州大学医学院、苏北人民医院

等三甲医院等提供专业支持，公众担

心的焦点还在于莆田当地重症治疗、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反应能力能否跟

得上。

双节将至。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

家组预判，本轮疫情可能在国庆假

期前得到控制，但莆田疫情所反映出

来的问题，需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中加强警惕。堵住发现的漏洞，绸

缪潜在的风险，才能避免出现下一

个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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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莆田疫情的三个关键点
陶凤

熟蛋返生牵出非法组织 民政部曝光十大案例

非法研究、收取会费遭取缔

在十大案例中，人们对“北京相对论研究

联谊会”并不陌生，今年4月引发热议的“熟

鸡蛋返生”事件当事人就与这一社会组织密

切相关。

4月26日，一篇名为《熟鸡蛋变成生鸡蛋

（鸡蛋返生）———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的论

文在网上引发关注，论文声称，“运用超心理

意识能量方法等”，可将熟鸡蛋变成生鸡蛋，

最终孵化出小鸡。论文作者郭萍、印大民自称

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成员，有较深的

超心理学背景。

然而很快，今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就依

法对“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及其分支机构

予以取缔。经查，“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未

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设立

15个内设机构和“学术委员会”“青年科学家

联盟”等38个分支机构，在全国各地举办论

坛，开展“北相十五大领域首席科学家”等评

奖评选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与境外组织共

同出版多份刊物，围绕反相对论等伪科学研

究，发表违背科学常识的“研究成果”。2020

年4月19日，该联谊会还曾批准制造永动机、

宇宙飞碟、虫洞输通机、意念照相机、心灵感

应机等设备。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

同武律师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

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以及被

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

织，也包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社

会组织。

在民政部公布的案例中，非法社会组织

不仅未经登记，而且大多巧立名目收取会费、

注册费，给一些入会企业造成压力。

例如，“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通过参与

主办“产业博览会”“产业大会”等活动，向部

分参会人员颁发培训证书并收取费用；“全国

职业院校融媒体联盟”2019年以来，先后在

天津、内蒙古、山东等地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

并收取会务费；“上海老房子俱乐部”通过发

展“会员”收取“会员费”和“注册费”，还组织

“会员”参加讲课讲座等活动并收取费用；“大

国徽商企业家联合会”诱导不明真相的企业

负责人入会，并收取不同等级的“会费”，增加

企业负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些非

法社会组织已全部被依法取缔。

监管趋严防范意识需加强

目前，我国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90

万个，与此同时，非法社会组织也在不断滋

生。2018年，民政部依法处置了非法社会组

织1.4万余个，今年以来，我国相关部门对非

法社会组织更是开展了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1-8月，民政部已公布五批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名单、七批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高同武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根据我国

《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取缔非法社

会组织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与程序，必须掌握

足够的线索和证据，然而在现实中确实存在

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的问题，这些非法社

会组织隐藏较深，活动隐蔽，相当一部分没有

固定场所，导致登记管理机关对各种非法社

会组织掌握的情况不多、不深、不透，给民众

辨别非法社会组织带来困难。

公众应如何辨别非法社会组织，保障

自身权益？高同武表示，首先是广大公众要

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利益较

大的事情要更加小心甄别，提高警惕意识；

其次，合法正规的社会组织无论举办活动

还是合作项目，都有规范的运作审批立项

程序以及相对完善的法律机制和约束。因

此，社会公众在参加以社会组织名义举办

的活动之前，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

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

号，或“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小程序查询

是否属于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

查询到，要多加小心，该组织肯定不是民政

部门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发现此类组织

开展活动的，民众可以积极向当地民政部

门举报。只有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才能免于上当受骗。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疯传多日的“9月17日前互联网平台要解除屏蔽网址链接”一事有了官方口径。9月13日，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

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屏蔽网址链接是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问题之一，工信

部会采取行政指导会等形式，要求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分步骤、分阶段解决问题。

自从App横空出世，互联网逐渐孤岛化，加之企业基于“流量=广告”、闭环优于开放的利益考量，用户、数据便被

“绑”在大大小小的生态圈中，长此以往，中小企业在互联网行业的创新空间也势必将越变越小。如今，解除链接的屏蔽

也成为打破平台围墙的关键一步。

分步骤、分阶段解决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很快，总体态势是

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之，互联网安

全是底线。”9月13日，在回答有关解除屏蔽

网址链接问题时，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定下了

基调。

赵志国也提到，能够保证合法的网址连

接正常访问，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

求。工信部将务实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

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能够分步骤、分

阶段得到解决。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

并加强监督检查，对于整改不彻底的企业

也将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推动形成互

通开放、规范有序、保障安全的互联网发展

良好环境。

北京商报记者早在两天前就从某互联

网平台企业处了解到，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

于9月9日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

指导会”。会上，工信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

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9月17日前，各平台

必须按合规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

取处置措施。据了解，阿里巴巴、腾讯、字

节跳动、百度、华为、小米、陌陌、360、网易

等企业参会。

当时，会议上提出了三点“合规标准”，包

括即时通讯软件对于外部网址链接、展示和

访问形式应保持一致；用户可以在应用内以

页面的形式直接打开；不能要求用户手动复

制链接后转至系统浏览器打开。

9月13日，腾讯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

回应：“我们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

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

抖音相关人士表示，“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

正常访问，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事关

用户权益、市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字节

跳动将认真落实工信部决策。我们呼吁所有

互联网平台行动起来，不找借口，明确时间

表，积极落实，给用户提供安全、可靠、便利

的网络空间，让用户真正享受到互联互通的

便利”。

打破互联网“生态封闭”

从搜索引擎强化推荐自家产品和内容，

到社交网站屏蔽站外链接。近年来，在流量

和用户的竞争下，互联网巨头逐渐竖起围

墙。看似巩固了城池，实际上，用户逐渐产生

信息茧房，平台也远离了互联的本心和开拓

的动力。

“互联网平台屏蔽链接，主要是想将流量

私有化的同时保持独立性。巨头既不希望给

对手引流，也不希望过度依赖对手流量，因此

相互屏蔽。”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

但在生态封闭下，互联网各方参与者都

会受到影响。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向北

京商报记者解释称，从电商角度举例

来说，第一次PC时代的屏蔽链接主要

出现在阿里和百度之间。“品牌商只能在

阿里站内投广告，而不是投百度的广告。这

让百度本身的电商业务没有数据参考，也导

致商家本身获取流量的费用提高，只能在阿

里自己的生态内获取。”

第二次的屏蔽链接则主要是在微信和淘

宝之间。“但这次腾讯推出了小程序模式，让

更多的商家如美团、饿了么都能入驻经营，微

信获得相应的费率。这种屏蔽链接对商家的

影响是很小的，商家并没有增加新的获客成

本，相当于微信给了商家一个更好的解决方

案。但问题在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提高了。”

庄帅谈道。

“屏蔽网址链接的现象由来以久，发生

这一现象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相关部门没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等，另一点就是网络安全

问题。从本质上讲，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对整个

互联网创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打破数

字鸿沟”，艾媒咨询CEO张毅向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看来，工信部门此举

将力促互联网平台开放。“这类平台有别于

单家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避免生态封闭，

而是力促在所有互联网平台之中推进开放，

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各互联网平台闭环生

态，向开放生态转变。另一方面，是为了给用

户提供便利化。平台之间分享链接更加方

便，很多平台可以借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流量

借机实现流量入口搭建。”盘和林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数据安全仍是关键

解除链接屏蔽或将是互联网平台再度走

向开放的一个标志。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链

接的屏蔽也是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

近年来，反垄断、“二选一”等话题备受关

注，而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同样受到广

泛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

法律法规已开始全面推进。平台作为数据安

全和信息审核的重要责任人，承担着越来越

多的监管责任。

“在这个过程中，封闭生态本身给用户提

供了一定的安全性。诸如微信是一个相对封

闭的平台，用户使用微信，是更加看重微信封

闭的社会关系。也由于微信的封闭性，营销

号、诈骗号才没有在微信大量出现。”盘和林

认为，当放开链接，最让人担忧的还是链接的

安全性。

盘和林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开放生态和

封闭生态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那就是

开放生态存在外部输入风险，封闭生态内部

相对单一，信息筛选和信息监管难度要小很

多。“因此在我看来，生态开放不能一蹴而就，

应该让平台分步实施，在平台和平台之间打

通分享之前，应建立必要的防火墙，或者至少

应该在平台和平台之间建立更多沟通机制，

去处理平台链接分享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

安全问题。”

张孝荣也称，解除第三方链接封禁，可能

带来安全风险。折中的办法是平台设置白名

单制度，符合要求的安全链接可以自行申请

进入白名单，同时承担自我安全承诺，以减少

网络欺诈现象的发生。

此外，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陈

兵也提到了实现互联互通的难点：“现有的

行为认定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已经难以有

效回应平台经济运行的强技术性和高动态

性特征；平台间互联互通的监管执法将进一

步挑战现有监管体制、监管结构、监管技术；

主导的平台立足于商业逻辑，构建和维持其

生态系统是普遍做法，也是现有竞争格局和

模式下的最优解，其封锁、屏蔽、不兼容等行

为客观上阻碍了互联互通的实现，然而是否

一律标定为不正当性，还需结合具体行为发

生场景及现实效果予以整体分析。”

北京商报记者魏蔚王晨婷

又一批非法社会组织遭到取缔，其中就包括“熟鸡蛋返生”事件背后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

在9月13日民政部公布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名单中，这家社会组织与“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中

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心”“上海老房子俱乐部”等十家非法社会组织赫然在列。近期我国对非法社会

组织的监管打击力度在逐渐加大，专家提示，对于社会组织要小心甄别，提高警惕意识。

“阿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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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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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

屏蔽来自微信的访问

升级《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禁止在

朋友圈传播特殊识别码、口令类信息

禁止第三方来源的商品进入直播间购物

车，“头腾大战”也撕开平台封禁的一角

“阿里系”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