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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聚焦

食品安全领域已经成为自媒体传
谣的“重灾区”。有关数据显示，网络谣
言中食品安全信息占45％。2017年，仅
公开报道就有 50余件（次）食品谣言处
罚追责案例，其中 9件当事人被追究刑
事责任，40人被处以行政拘留、7人被处
以行政罚款等其他处罚。

如何减少“舌尖上的焦虑”？专家
表示，首先要加强网络监管，对于网民
投诉要及时回应，加强对爆款文章和自
媒体的监控，发现异常及时约谈或封
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
问陈君石认为：“老百姓容易被谣言误
导，关键在于食品安全领域信息的不对
称。需要搭建一个平台，及时传播正确
的食品安全知识和信息，填补信息真空
地带。”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
主任钟凯表示，“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增
加工作透明度，以主动公布的姿态，接
受社会监督。”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专家学
者、媒体、非营利组织、公众等协同的网
络食品安全谣言多元共治机制，是治理
网络食品安全谣言的较优方案。”中国
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叶中华表示。

据新华社

新华社悉尼10月22日电（王梓
乔）澳超首席执行官格雷格·奥罗克
22日向媒体证实，澳超中央海岸水手
队已经向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发出职
业合同邀请。博尔特的经纪人也已确
认此事，并表示博尔特正在考虑是否
接受合同。

据澳大利亚特别节目广播事业局
报道，博尔特此前曾希望获得年薪
300 万澳元的合同，但水手队给出的
报价仅在 15万澳元左右，且澳大利亚
足协并没有为这笔交易提供任何引援
资金，这意味着博尔特需要接受比预
期低许多的报价来实现足球梦想。

为了鼓励俱乐部引进高水准的大
牌外援，澳足协备有300万澳元左右的
引援资金，用来补贴俱乐部，但澳足协
坚持不会为博尔特足球事业提供资金

支持。格雷格表示，引援资金是用于招
募像本田圭佑这样的足球运动员，但博
尔特还没有真正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这位八枚奥运金牌得主为追寻职
业球员的梦想，自 8 月起在澳超中央
水手队试训，并在 12日的一场热身赛
中首发出场打进两球。博尔特此前曾
回绝一家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签约邀
请，并表示希望通过努力加入澳超俱
乐部，不知面对这样一份远低于预期
的合同，怀揣梦想的博尔特会做出怎
样的决定。

格雷格对此表态说，如果博尔特
想加入俱乐部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
应该遵循和其他足球试训生相似的职
业道路，当然也不应忘记，这个被誉为

“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为澳足联所带
来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新华社曼谷 10 月 21 日电（记
者 汪瑾）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威拉
萨日前表示，目前中国游客赴泰旅
游情况稳定，今年内暂不考虑对中
国游客减免签证费。

泰国副总理颂奇曾于 10 月 17
日宣布，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在今
年最后两个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21 个国家实施落地签证免费政策，
此举是为了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扭
转由于普吉岛沉船事故造成的中
国游客人数减少的趋势。很多泰
国华文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称 11

月和 12 月赴泰中国游客将不用支
付 2000 泰铢（约合 425 元人民币）的
落地签费用。

威拉萨澄清说，他们会讨论这
个问题，但今年内不太可能实施这
一计划。他表示，赴泰中国游客数
量继 7 月至 9 月连续 3 个月下降后，
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开始回升，同
比增长 2.77％。他对明年春节中国
游客赴泰旅游的情况持乐观态度。

威拉萨说，减免落地签证费吸
引游客的效果或许不大，泰国今后
将更注重提升服务质量。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
林晖）记者 21 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
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9年度
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始。本次
招考共有中央机关 75 个单位和 20 个
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1.45万余人。

据了解，考生报名主要采取网络
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为2018年10月
22日至 10月 31日。公共科目笔试定
于 2018 年 12 月 2 日在全国各省会城
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个别较大的
城市同时举行。

在考录方式上，继续对省级以上和
市（地）级及以下机构职位分别命制公
共科目笔试试题，更好满足不同类别不
同层级机关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同时，
突出对专业能力和素质的测查，对中国
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特殊专业职位、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和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的 8
个非通用语职位实行“2+X”考试模式，
即除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两门公共

科目考试外，考生还需要统一参加专业
科目考试或外语水平测试，另有 41个
单位将在面试阶段组织专业能力测试。

记者了解到，本次考录坚持基层
导向。省级以上党政机关录用公务
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和专业性较强的
职位外，全部招录具有 2 年以上基层
工作经历的人员，市（地）级及以下机
构职位以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
引导和鼓励优秀高校毕业生报考基层
职位，到基层建功立业。市（地）级及
以下机构职位，原则上安排10%至15%
的计划用于定向招录服务期满、考核
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其中主要
招录大学生村官。

有意向报考人员可于 10 月 21 日
后 登 录 国 家 公 务 员 局 门 户 网 站

（http：//www.scs.gov.cn）和中央机关
及其直属机构 2019 年度考试录用公
务员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
kl2019）查询招考公告、招考职位、报
考指南、考试大纲、政策法规等信息。

新华社重庆10月20日电（记者
黄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校不良网络借贷风险
防范管理的通知》，现阶段一律暂停网
贷信息中介机构开展高校在校学生网
贷业务，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发放校园
贷，未经批准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进
入高校宣传推广信贷业务和为高校在
校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重庆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高校须加强校园网贷信息监测，防
止通过课堂、传单、微信朋友圈等形式
吸引在校学生参与网贷；加强不良网
贷风险警示和教育引导，高校须向每

一名学生发放网贷风险告知书并签字
确认；金融、公安等部门将加大高校不
良网贷问题查处力度。

同时，为满足高校在校学生在消
费、创业、培训等方面合理的信贷资
金和金融服务需求，重庆市相关部
门将定期发布针对高校在校学生信
贷服务的合法金融机构名录；为确
保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等
基本需求，相关部门还将加强学生
精准资助和帮扶援助，加强对参与
不良网贷高校在校学生的帮扶，切
实防止出现学生因无力还贷而发生
恶性事件。

国际聚焦

燕麦致癌、食盐有毒……
自媒体“爆款”食品安全谣言
是如何炮制的？

燕麦致癌、食盐有
毒……在很多网
络自媒体上，食品

安全谣言层出不穷。一些
旧谣言甚至在专家辟谣
后，过一段时间改头换面
卷土重来，阅读量动辄10
万以上，引发人们的焦虑。

《2017年食品造谣治
理报告》显示，微信是食品
谣言传播主平台，占比高
达72％；其次是微博，占
21％。

记者调查发现，利用
自媒体造谣已呈现公司化
运作趋势，形成“以谣生
利”的产业模式。

自媒体谣言特点 题目惊悚、视频呈现、无时间地点

近日，记者收到群众举报，称
“中医养生”“万病不求人”“华人老
板”等多个微信公众号存在食品类
不实言论。

济南市民刘先生说，阅读“华人
老板”发布的文章“扩散！全球 43
种燕麦片可能致癌！千万别给孩子
吃啦！”之后，发现家里就有文中所
述品牌燕麦片，出于恐慌将燕麦片
都扔掉了。过了几天，他看到华南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教授赵力超发表
在微信公众号“全民较真”上的辟谣
文章：“麦片中的草甘膦不致癌，该
买就买。”刘先生说，有的自媒体太

不靠谱了，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困
扰。

28 岁的济南市民张琳琳说，由
于她的母亲笃信各类食品谣言，前
一阵看到“食盐中亚铁氰化钾对人
体有害”之后，家里吃了好几个月不
加盐的菜。

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
委员会主任马志英表示，很多自媒
体转发的食品谣言内容荒谬、毫无
科学性，被广泛转发，加深了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感，使食品行
业被抹黑，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受损。

记者对近年来多起涉食品安全

的自媒体造谣事件分析发现，这些
谣言常借助视频方式进行传播，缺
乏时间、地点等基本要素，强调后果
严重，在标题制作中故意耸人听闻、
故弄玄虚，吸引受众注意力。例如：

“千万不要吃某某”“抗癌十大食品”
“震惊了，某食品竟然……”等，常常
成为网络爆款。

谣言为何层出不穷？警方介
绍，网络谣言制造门槛低，经微信
群、朋友圈、公众号、网上论坛、微博
等转发，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由于取证难、溯源难，侦破食品安全
网络谣言案件并非易事。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自媒体生
产谣言，目的是敲诈勒索和故意抹
黑竞争对手。

部分造谣者凭空捏造事实，自
导自演，炮制图片、视频等“证据”，
进行敲诈。例如，去年，几段展现

“塑料紫菜”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
播，引发一轮“塑料紫菜”风波。造
谣者王某在食用晋江某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紫菜后，猜想这些紫菜是
塑料做的，便指挥员工拍摄视频并
上传到朋友圈。其后，王某联系被
害公司索要人民币 10万元，威胁称
若公司不想解决，就把事情闹大。

此外，有的企业利用自媒体谣
言抹黑竞争对手。采访中，多家食
品企业对于一些集中爆发的网络谣
言，首先都将怀疑的矛头指向竞争
对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表
示，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竞争对

手通过抹黑的方式故意散布谣言，
意图牟取不当市场利益。

记者调查还发现，自媒体“谣言
加工厂”已经形成公司化操作，吸引
流量赚广告费，同一家公司旗下往
往拥有许多公众号。

2017 年 9 月，内蒙古和林格尔
县法院裁判的一起案件中，泉州市
江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蒙牛
纯牛奶被检出致癌物超标”的视
频。这一视频被大量点击并转发，
仅发布后十几天时间就被1073个微
信公众号转发，使人误以为是最近
刚发生的事件，其中数个公众号转
发视频浏览量过 10万次。其中，仅
江鸿公司管理的微信公众号就有

“闽南第一手”“石狮视”“一手”“时
事爆料”“热门街拍”等 5个，公司负
责人说，这样做是为了扩大知名度，
增加点击量，赚取收入。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微信公众
号或微博账号在推送此类谣言时，
顶部或底部常有广告，甚至通过读
者阅读及转发也可以获得一定收
益。

一位自媒体公号运营者介绍，
部分自媒体与广告商形成了一条利
益链，阅读量和粉丝数高，就会有广
告商找上门。粉丝达到5000就可以
成为流量主接广告，每个粉丝每条
可以收 0.2元到 0.5元不等。如果有
1万粉丝，每条推广就可以收取2000
元到5000元。

紧跟新闻热点衍生谣言也是自
媒体传谣的常用手段。比如，今年
一些地区出现猪瘟，有自媒体发布

“吃了猪肉已经中毒”等谣言；有媒
体报道了廉价鸭肉是速生鸭，就有
公号立刻编造子虚乌有的“专家”，
编造食用这些鸭肉有哪些害处。

“谣言加工厂”公司化操作 微信粉丝达到5000就可接广告

食品安全领域
已成为自媒体传谣
“重灾区”

2019年度“国考”
计划招录1.4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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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网贷中介开展高校“校园贷”
业务

博尔特已正式获澳超球队邀约

泰国今年暂不考虑对中国游客
减免落地签证费

句话新闻

》法院提醒：虚拟货币投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
》三家网络求助平台联合签署自律公约抵制“悲情戏”等恶意炒作

》警方提醒：朋友圈“炫富挑战”背后或藏骗局

》10月23日19时22分“霜降”：凄凄凉意升，绝美秋止符

均据新华社

“鲲能化羽垂天，抟风九万；龙可振鳞横海，击水三千。”10月
20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湖
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现水上首飞。至此，中国大飞机终于迈出

“上天入海”完整步伐，建设航空强国轮廓愈发明晰。 新华社发

即将于10月24日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在香港、珠海
和澳门三地之间架起一条直接陆路的通道。港珠澳大桥香港段由
东端的香港口岸人工岛和向西连接大桥主体的12公里香港接线组
成，是这一超级跨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