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热议

话 题 聚 焦
近日，国家网信办连发两个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针对互联网群

组和公众账号乱象，提出微信群、微博群等“谁建群谁负责”，公众账号服务提供者要加强对发布内容的监测管理。虽然这两个
规定均将自2017年10月8日正式施行，但消息的公布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谁建群谁负责”、“有没有信息发布资
质”成了众多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

9月 10 日，经过整改后的合欢路
整条街道焕然一新。

9月5日，本报六版报道了合欢西
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向东道路南侧，
好几条电线掉落在人行道上，过往行
人避而远之。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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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司机半路甩客
反映问题：8月 20日 19点 21分，23路公交车未行驶

到火车站终点站时，司机就让乘客下车，面对乘客的质
问，司机说已经到下班时间了。司机这种不履行岗位职责
的行为有损商丘的形象，请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办理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办理结果：经查，8月20日，23路豫NC2**1公交车

最后一班运营时，车上有3名乘客，该车未运营至终点站
火车站，司机在神火大道与民主路交叉口就让乘客下车，
违反了市公交公司运营纪律。根据市公交公司规定：一是
给予车长待岗 3天、罚款 200元的处理；二是在全体车长
会议上进行通报批评。公司要求全体末班车必须运营到终
点站再下班，否则将按照制度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辞职后没有拿到工资
反映问题：我从河南家馨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辞职

后，该公司未发放给我应得的工资。
办理单位：市人社局
办理结果：6月10日，反映人在河南家馨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办理入职手续，6月10日至6月28日在该公司工
作，后在未办理离职手续的情况下，于6月29日通过电话
向该公司人事部辞职。因河南家馨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每
月 16日为工资发放日，所以在其提出辞职的当日未向其
发放工资（根据公司核定应向反映人发放工资 700元）。
经睢阳区劳动监察大队调解，该公司已向反映人发放了
700元工资。

申请纠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反映问题：我是柘城县远襄镇董庄村六组村民，在外

务工期间本人未接到通知到现场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测量，现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现有严重错
误。此两块土地错误牵涉的双方当事人完全认同并同意配
合更正，该问题反映到村委会，村委会答复村委会处理不
了，要我找上级部门处理，请政府尽快给予更正处理。

办理单位：柘城县人民政府
办理结果：经查，反映人为远襄镇董庄村六组村民董

某某，其三个儿子均大学毕业在外地就业，本人长期不在
家，承包地交由其侄子耕种，致使两家在承包地确权中确
权登记颁证错误，在 7月 3日至 8月 3日集中纠错变更期
间，该反映人也未及时提出纠错变更。目前，工作人员向
董某某提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错变更申请书》，
要求当事人及时向所属作业公司提交纠错变更申请，同时
与作业公司技术人员进行了联系，技术人员按照确权纠错
变更程序正在办理落实。

热议冷评热议冷评

商丘工学院一同学
被称为“中国好室友”

央视也为他点赞
事件回放：9月 3日凌晨，从河北廊坊返校报到的商

丘工学院学生朱凯凯因不忍心吵醒室友，就在走廊里打起
了地铺。早晨醒来的室友见到此举深受感动，就拍照上传
到网络，引发广大网友点赞，被称为“中国好室友”。

朱凯凯是商丘工学院 2015级土木学院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的学生，9月 2日下午 3时许，他从廊坊返校报到，
回到学校后已经接近凌晨2点。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朱凯
凯走到宿舍门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室友帮其开过门倒
头就睡了。朱凯凯考虑到自己住在上铺，两个月不曾住过
的床，就算稍稍收拾一下，也会影响到室友，朱凯凯就想
找个地方简单休息一下。朱凯凯将行李箱放在门外，又从
柜子里拿了一床被褥，就在走廊里打起了地铺。

9 月 3 日早晨 7 点多，当朱凯凯醒来去卫生间洗漱
时，同时醒来的室友出门看到了朱凯凯的床褥，才知道他
在门外度过一夜。备受感动的室友将朱凯凯的床褥和行李
箱拍了两张照片，配上
文字发在了自媒体上。
连朱凯凯也没有想到，
消息瞬间被同学点赞、
转发，连校园官微也转
发点赞。一时间，朱凯
凯的这一举动被很多师
生所了解。

赶紧扫描二维码，
看看央视是怎么为他点
赞的吧！

网友评论：有种室友像兄弟一样，这样的兄弟请给我
来一打。 ——龙欧巴

点评：同学情谊深似海。

1488/1487次列车即将停运
承载了商丘人进京的记忆

事件回放：火车对我们来说只是交通工具，但 1488
次列车却传递了商丘太多人的喜怒哀乐。相信很多商丘人
都坐过 1488，晚上上车，一觉醒来已到北京，什么事都不
耽误。但现在，这趟列车就要成为商丘人记忆中的一部分。

为适应客货运输需求，铁路部门将于9月21日零时起
进行2017年第三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

此次调图商丘站旅客列车变更运行区段1列、停运列
车 5 列。调整后旅客列车总数为 244 列，其中高铁 122
列、普速122列。旅客列车开行有变化。调图后商丘站旅
客列车减少 5列，西安北—商丘G2008／G2009次、郑州
东—商丘G6612次、郑州—北京西 1488／1487次停运。

部分车次有变化。上海虹桥—兰州西G1913／G1930
次，车次改为 G1971／G1972 次；上海虹桥—西安北
G1917／G1934 次，车次改为 G1975／G1976 次。此外，
原商丘始发G6611次，调图后更改为郑州东15：43终到。

此次旅客列车调图自9月21日零时起实行。商丘火车
站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提前关注商丘火车站公告和中
国铁路客服中心12306网站，合理安排行程。

三尺站台见证了分离、相聚，1488再见，它有没有
承载你的回忆？

网友评论：十年两地间，一人变三人。从商丘到北
京，1488／1487 次坐了十年，车上有太多的记忆，不知
道能不能赶上末班，要去纪念一下。

——有药可救
点评：1488次列车承载了很多商丘人的记忆！现在

高铁让大家出行更方便快捷了，但那段美好的记忆会留在
很多人的心中。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9月8日，在侯恂路蔡河桥旁的一处公园，一群孩子不
顾危险攀爬景观石，其中还有不少家长在旁边拍照留念。
景观石后侧十分陡峭，稍有不慎就会铸成大祸，实在让人
捏了一把汗。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9月11日，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星林路与江华路交叉
口南 50米，道路两侧车辆占压绿化带停车，不仅毁坏绿化
乔木，也影响城市形象。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近年来，不少购物平台、网
站都推出了用户“用后感”笔记
分享功能，有不少用户在对某产
品持观望态度时会翻翻他人写的
笔记决定是否购买，有些产品也
因为这些笔记从小众产品变成了

“网红”产品。随着“测评笔记”
越来越受网购者欢迎，有部分人
利用小红书、大众点评等多个购
物、生活玩乐平台中的产品体验
功能成为职业“写手”，通过“用后
感”制造“网红”商品，而很多“商
品”这些“写手”都不曾用过。

很多喜欢网购的人都有过这
样的经历，那就是面对一件商品
买还是不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会去网站上看看其他用户的留言
和评价，然后作为自己选购与否
的参考。这样一来，本来还犹豫
不决的网友，看到其他用户一篇
正面的评价，可能就买了，反过
来说，看到别人的一篇负面评
价，可能就不买了。

网友这样的购物参考很正
常，也很有效，但是让很多人想

不到的是，你所看到的很多商品
评价，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商品用
户所写所发的，而是职业写手所
为，而这些“用后感”“测评笔
记”，也是网络商户明码标价从职
业写手那里购买或者是“定制”
的。换句话说，这样的商品“用
后感”“测评笔记”，其背后的作
者也许根本就没有用过他所评价
的商品，而只是根据商户、企业
提供的材料来写稿。

目前这种虚假的“用户体
验”已经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
甚至已经有人专门在商家和写手
之间牵线搭桥，做起了中介生
意。商家借助这样的“用后感”

“测评笔记”多卖了商品，甚至是
把自己的产品打造成了网红；写
手也通过大量撰写这样的文字赚
到了钱，双方看似是一种双赢，
但是却忽悠和坑害了无数信以为
真的消费者，误导了消费者在网
络购物时的选择。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这种虚
假“用户体验”的泛滥成灾，既

是对普通消费者的一种误导和欺
骗，同时也是对网络购物生态、
整个电商行业良性和健康发展的
一种伤害和破坏，其所起到的作
用，和曾经盛行一时、同时又备
受诟病、最终被国家法律叫停的

“网络刷单”如出一辙。虽然目前
还有部分消费者会上当，但是随
着媒体的曝光，越来越多人了解
了事情真相，也就没人再相信这
样的“用户体验”了。

“用户体验”如果能够一直保
持客观、真实，不但是消费者和
网络商家之间一种积极有效的交
流和沟通方式，同时又可以反过
来促使商家和企业改善产品质
量、提升服务水平，而且还可以
作为其他消费者的一种购物参
考。遗憾的是，它还没有走到这
一步，就被部分商家引向了歪
路。而它是否还能改邪归正，重
新发挥自己的正面作用，既需要
政府相关部门像当初对待网络刷
单一样去给予必要的关注与监
管，同时也需要商家的自觉自律。

“用户体验”造假是对网购生态的破坏
□ 苑广阔

很多网友都会订阅各类微信公众号，还主动或被动
进入各类微信群、QQ群、微博群、支付宝群聊等。这
些群、公众号方便了大家工作与生活，但也存在种种乱
象，是时候加强管理了。“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
责”，唯有管好才能让绝大多数网民用好。

——第三方
“谁建群谁负责”就是一剂净网良方，只要每个互联

网群组都能营造清爽、文明、和谐的上网环境，那建立
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空间就指日可待。

——天天向上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了群主的管群

责任，各互联网群组的群主就应该重新定义自己的群主
身份和职责，真正把自己当作群里的“干部”，用法律、
群规、文明公约管理群，把住群的入口，审核网友身
份，教育网友依法依规上网，规范网友的发帖、发言行
为，及时删除一些不规范内容，严肃清理不守规矩的网
友，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干干净净。

——英锋
凡事皆有其两面性。互联网群组在给大家带来便

捷、高效的互动式精神享受的同时，却又因管理无序、
审核把关不严，往往隐藏着现实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
犯罪行为。如媒体曝光过的通过QQ群、微信群等买卖
信息，通过工作群、朋友群实施诈骗，通过互联网群组
散播谣言、传播色情、聚众赌博、搞网络传销等等。这
些问题的出现，都亟须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依法严格管
理、严格规范，还互联网群组应有的清爽本真。

——仁忠
大家已经厌恶了新闻炒作的手法，也经常被一些不

靠谱的新闻误导，还有那些篡改新闻标题的，为了抓眼
球语不惊人死不休，扰乱视听。对于发布这些虚假信息
或者是蹭热点的公众号，一经查出，要马上封号。

——梅
移动互联时代，为了吸引眼球，往往会出现一些

“放卫星”的故事，有些媒体越来越没有底线，有些“微
商”营销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问题不在于我们信不
信，而在于监察严不严，所有信息的真实性都要建立在
一个严格的监察管理制度基础上。

——看雨听风

为了阅读量，为了经济效益，博眼球、蹭热点、断
章取义，一些自媒体是应该整顿整顿了。

——商东南
一些人在享受“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往往

过于陶醉和麻木，认为网络世界无边无际，没有约束。
以致于将微信等交流工具当作了私家领地，口无遮拦地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编造什么就编造什么。但网络并
非完全脱离于现实社会的虚拟空间，每一个网络账号背
后都有一个具体的人。网络是比广场、公园更加“广
阔”的公共场所，这决定了网络社会不是法外之地，也
不能是法外之地。人们通过网络发布相关内容必须三思
而后行，确保不触犯法律，不侵害他人权利和公序良俗。

——洪举
此前，网信办就出台了十条规定，来规范微信等公

众信息服务，这次又颁布了《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但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公众号来
说，雷霆治理才是有效的手段。

——看不过去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微信群谁建谁负责 强化公众号内容监管

网民：管好网络才能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