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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记
者 白瀛 史竞男）国家网信办近期会同
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号存在的一
系列乱象问题，开展了集中清理整治
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从 10月 20日起，
已依法依规全网处置“唐纳德说”“傅
首尔”“紫竹张先生”“有束光”“万能福
利吧”“野史秘闻”“深夜视频”等 9800
多个自媒体账号。

国家网信办通报，经查，这些被
处置的自媒体账号，大部分开设在微
信微博平台，其中一些同时开设在今
日头条、百度、搜狐、凤凰、UC 等平
台。有的传播政治有害信息，恶意篡
改党史国史、诋毁英雄人物、抹黑国
家形象；有的制造谣言，传播虚假信
息，充当“标题党”，以谣获利、以假吸
睛，扰乱正常社会秩序；有的肆意传
播低俗色情信息，违背公序良俗，挑
战道德底线，损害广大青少年健康成

长；有的利用手中掌握大量自媒体账
号恶意营销，大搞“黑公关”，敲诈勒
索，侵害正常企业或个人合法权益，
挑战法律底线；有的肆意抄袭侵权，
大肆洗稿圈粉，构建虚假流量，破坏
正常的传播秩序。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自
媒体绝不是法外之地，这些自媒体乱
象，严重践踏法律法规的尊严，损害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良好网络舆
论生态，社会反映强烈；绝不允许自媒
体成为某些人、某些企业违法违规牟
取暴利的手段。

通报称，国家网信办近日又依法
约谈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
台，对其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放
任野蛮生长，造成种种乱象，提出严重
警告。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认真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
自查自纠，积极整改，严格管理。

“闪辞”现象增多，一方面说明
大学生就业观念在转变，多维度衡
量一份工作，包括职业前景、公司
发展、企业文化等，寻求更好的发
展路径；另一方面也反映大学生存
在盲目就业甚至用“试错法”选工
作的状况，折射出部分大学生进入
职场后的浮躁心态。

有关专家认为，减少大学生
“闪辞”现象，需要多方联动。

“主管部门与高校不能为了就
业率数据漂亮，而让学生盲目就业，
需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职业生涯教

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
观。”国家一级职业指导师王玉杰
说，“工作中，正常跳槽无可厚非，但
是频繁‘闪辞’不值得提倡，这不利
于个人职业发展，‘闪辞’者会被贴
上缺乏契约精神的标签，短暂的工
作履历会影响再次就业，频繁‘闪辞
’还容易形成遇到困难就逃避的思
维。部分大学生‘闪辞’以后生活靠
父母兜底，甚至成为‘啃老族’。”

“大学生应该积极主动融入社
会，抓住机会在寒暑假实习，增加
对工作的了解。”江西旅游商贸职

业学院辅导员陈维康说，“学校教
授的技能与用人单位需求存在差
异，大学生入职后需要不断学习，
扎实锤炼本领，缩短融入单位、熟
悉岗位的磨合期。”

江西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
长刘菊华建议，企业招聘必须严守承
诺，不做虚假宣传，就业相关部门要
加强把关，学校对进校招聘企业要加
强资格筛选，共同保障学生的正当权
益。用人单位也应积极主动改善条
件，遵守承诺，赢得大学生的认同。

新华社南昌11月13日电

10 月印尼狮航 JT610 发生空难，
189 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一名乘客
里欧的未婚妻瑛坦独自拍摄了婚纱
照，完成了其未婚夫的遗愿。

当地时间 11日，25岁的瑛坦前往
印尼邦加-勿里洞一家婚纱店，穿上白
色的印尼传统服装“可巴雅”及绣花褐
色长裙，手捧白玫瑰，拍下婚纱“独照”。

瑛坦表示，这套服装是里欧选的，
他生前曾要求她打扮的美美的，自己
是在完成里欧的遗愿。

她说：“穿上这些衣服，就是要展

现对里欧矢志不渝的爱，并向世人宣
告她已是里欧的妻子。”

瑛坦的婚纱照上传到社交网络后感
动了许多人，网友安慰她要勇敢活下去。

婚纱店老板席雅拉称，瑛坦和里
欧早就开始筹备婚礼，只是时间一再
延后，最后敲定婚礼日期为 12 月 23
日。里欧搭乘死亡航班前 4 天，还和
其父母来店里挑选婚礼服装。

截至目前，失事航班的黑匣子还
未找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据央视网

是及时止损
还是试错中迷茫？
——部分大学生就业“闪辞”现象调查

又到一年就业季，用人单位忙校招，大学生
忙应聘。记者近日在江西等地调查发现，在新
就业的大学生中，“闪辞”现象增多，一些大学生
在职时间变短，稳定性变差，入职不久就辞职。

入职几个月就辞职

今年 7 月毕业的胡梦遥从一家建
筑公司财务岗辞职，这是她毕业 4个月
内辞掉的第三份财会工作，她说：“此前
在金融、地产和建筑公司干过，都不大
满意。”

胡梦遥的经历并非个案。入职 4
个月后，黄剑锋“闪辞”上海某软件公司
的软件开发岗：“我不是最早辞职，同批
次进来的同事，有些早走了。”

据全球职业社交网领英近日发布
的《第一份工作趋势洞察》报告显示，

“95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为
7个月，远低于“80后”“90后”群体分别
43个月和 19个月的在职时间，成为“闪
辞”的主力军。

江西某高校 2018 届财会本科班参
加工作 37人，现在 5人已经至少换过一
份工作，另有 5人正走在辞职的路上。

在“闪辞”者中，有的是先辞职再找
下家。

今年 7 月毕业于南昌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聂凯飞，9月辞去了
深圳一家物流公司系统维护的工作。
他说：“由于当时是直接辞职，我花了一
个月的时间才调整过来，找到下一份工
作，到南昌一家软件公司上班。”

有的“闪辞”大学生是找好下家再
辞职。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商务英
语专业的曹霞说，辞职前就找好了下
家。今年年初，她辞去了去年 7月份找
的工作，从深圳一家建筑公司的采购
员，转变为深圳一家外贸型电子商务公
司的运营员，专业更对口。

无论是直接辞职还是找好下家再
辞，“闪辞”都给用人单位造成困扰。厦
门某信息系统公司负责人张庆洪说，现
在一些大学生的在职时间变短，稳定性
变差，而企业招聘、培训成本高；大学生

“闪辞”后企业错过招聘窗口期，需要等
下一个招聘季，用人单位压力大。

记者采访发现，当前大学生就
业出现“闪辞”现象，主要有以下三
个原因。

——部分大学生匆忙就业后，
感觉与预期不一致，选择“闪辞”。
有的高校在考核压力下，督促毕业
生快就业；部分大学生在就业前对
行业企业不了解，缺少慎重考量就
把自己“签约”出去，入职后发现和
预期不一致，给“闪辞”埋下隐患。
今年 7 月份毕业的刘伟俊，在毕业
前匆忙找了一份苏州某互联网公
司销售岗位的工作，前不久他选择

“闪辞”。他向记者解释说：“此前
一直忙着考研和考公务员，结果都
落空了。来自学校就业老师和已

就业同学的压力，使我抓紧时间在
毕业前找了这份工作，可入职后发
现销售岗位并不是把产品或消费
理念推销给客户，只是和客户维护
好关系，而且在工作中常常遭遇

‘闭门羹’，这让我受不了。”
——家庭条件改善，大学生不

成熟心理，加剧情绪化“闪辞”。如
今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越来越多，
大学生辞职后经济压力减小；部分
大学生更加追求个性化，在工作中
难以正确处理与同事、领导的关
系，往往情绪化“闪辞”。最近，今
年 7月份毕业的陈百发放弃了在珠
海某银行的工作岗位，原来“合拍”
的部门领导换了，与新领导在一次

项目讨论会上发生争吵，第二天就
“闪辞”了。“虽然公司挽留我，但我
不想再待了。反正家里也不指望
我这份工作赚钱，想走就走。”

——企业夸大宣传，大学生感
觉被欺骗，选择“闪辞”。部分企业
招聘时向大学生承诺，福利待遇
好、工作强度低，但等入职后却难
以兑现。江西师范大学 2018 届毕
业生黄绮雯在参加工作后从某教
育机构离职，她说：“招聘宣讲的时
候说年薪十万元，可实际上不到六
万元；‘五险一金’缩水成‘三险一
金’；说好的偶尔加班却经常加班，
我感觉受到了欺骗。如此不诚信，
怎么与谋？”

三大原因促成“闪辞”

多方联动避免盲目“闪辞”

国家网信办专项行动
处置近万自媒体账号

加州山火致44人丧生 超过200人下落不明

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以恶意差评讹钱
35人被深圳警方抓获

新华社洛杉矶11月12日电（记者
黄恒高山）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山火
持续肆虐，截至 12日晚，死亡总人数已
升至 44人。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当天
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及时关注火灾
报道，遵从避灾、撤离指引，避免前往控
制区域，加强安全防范，确保人身安全。

据了解，总领馆在第一时间启动领
保应急机制，持续接听领保应急电话，
并与位于火灾地区附近的几所大学的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保持密切联系，指
导佩珀代因大学中国留学生疏散撤离。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代双明

说，佩珀代因大学位于受灾较严重的
马里布地区，该校约有 700名中国留学
生。8日“伍尔西”山火燃起后，有 500
多名学生自行离开马里布。留在学校
的学生在学联的帮助下，约 80 人 9 日
离开学校，总领馆当日派员探望慰问
撤出的留学生。10 日，最后一批中国
留学生也离开校园。在这次火灾中，
中国学生安全无恙。

至此，“坎普”山火造成的死亡人
数升至 42人，成为加州历史上死亡人
数最多的山火。另有 200 多人处于失
联状态。

新华社曼谷11月13日电（陈家宝）
泰国政府 13日宣布，将从 11月 15日至
明年 1月 13日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免收落地
签证费措施。

根据政府宪报网站的公告，相关
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入境泰国办理有
效期为 15天的落地签证时，将不用缴

纳签证费。目前，泰国落地签费为每
人 2000泰铢（约合 421元人民币）。该
项措施只针对在泰国机场办理落地签
证的上述国家和地区游客。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
泰国旅游局局长育他沙之前说，实施
该措施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

新华社深圳 11月 13日电（记者
周科）以成立公司为掩护，通过招录

“恶意差评师”，由专门的“导师”传授
针对电商平台网店的“敲诈技能”，然
后在电商平台搜索目标网店实施敲诈
勒索……近日，一个网络涉黑恶犯罪
集团 35名嫌疑人被深圳警方抓获，涉
案金额逾 500万元。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介绍，今
年 11 月 2 日，当地警方接到某网店店
主报警，称被多个买家以差评为要挟
进行敲诈勒索。接报后，龙岗区宝岗
派出所联合分局刑警大队展开调查发
现，买家蒋某龙纠结一伙人以差评等

方式对网店施加压力，勒索钱财。
警方经扩线深挖发现，这是一个

由蒋某龙领导组织，庄某、韩某、汪某
为骨干，其他嫌疑人为成员的敲诈勒
索犯罪集团。

11 月 5 日，深圳龙岗区警方组织
警力分赴全国 14省 26个县区，一举打
掉该犯罪集团。经审查，蒋某龙等犯
罪嫌疑人对其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经初步核实，该犯罪集团自
今年 4月至今，共敲诈勒索网店近 200
家 7900余单，涉案金额 500余万元，涉
及电商领域包括电子、纺织、珠宝、家
居等行业。

未婚夫狮航空难中丧生

印尼女子独自拍摄婚纱照

泰国从15日起两个月内
免收中国游客落地签证费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
积极鼓励农村妇女利用手工技艺居家创收，成立非
遗手工合作社，承接旅游产品订单，把传统的手工艺
品变成脱贫增收的旅游商品销售，使当地农村妇女
走出一条“指尖经济”的脱贫增收之路。

11月13日，村民在贵州省丹寨县嘎闹刺绣合作
社刺绣。

11月12日，在苏丹达尔富尔，中国第14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更
换磨损配件。

历时三周，中国第 14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11日成功打通了前
往迈拉山区格洛基地的重要交通补给线，改善了联合国和非盟驻达尔富尔联合
特派团（联非达团）核心任务区条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