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5日，汪涵、薇娅、张艺兴等7人进行“星城之约”宣誓仪式。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赵持 摄

吃、穿、住、行……人们
的日常生活都与网络息息
相关。诚信，也因此成为了
网络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
7月15日，2021中国网络诚
信大会在长沙召开，也就此
引发了人们关于“网络诚
信” 这一关键词的热议。什
么是网络诚信？自己或身边
的人有没有经历过网络的
诚信和不诚信？我们应该如
何提升网络社会的诚信度？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上街头，
随机采访了多名年轻人，来
听听属于他们的声音。

■记者 田甜
视频刘品贝实习生屈非菲

关于网络诚信
年轻人有话说

《长沙倡议》
诚信厚植于华夏文化，传承于网络空间，是构建信用中

国的关键，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石。值此建党百年大庆之
际，我们于湖南长沙召开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共同发
出倡议。部门联动，依法治网。打击电信诈骗，清朗网络空
间，强化信息安全，净化网络生态。企业履责，依法办网。坚
持诚信经营，优化内容供给，履行主体责任，彰显社会担
当。社会监督，依法用网。健全行业规则，加强内部治理，引
导行业自律，发挥中坚力量。网民自律，依法上网。规范网
络言行，杜绝失信行为，遵守文明礼仪，热心网络公益。无
诚不信，无信不立，言信行果，强国有我，诚聚力量，信赢发
展，共建网络诚信新时代。

本报7月15日讯 年过半
百， 花11年还清村集体债务；
战场上一句承诺，37年为牺牲
战友扫墓；一分钱治好病人，因
为医生要讲诚信讲良知……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11年来，由三湘都市报具体执
行的“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评
选活动中， 涌现出了一批以诚
信感召社会的感动人物。 他们
以言必信、行必正的可贵品质，
在湖湘大地树立标杆， 营造社
会诚信风尚。 恪守诚信， 这些
“感动湖南人物”是如何做的？

宋先钦： 全家人接力，11
年还清30万“村债”

74岁的宋先钦，被当地人
民银行聘为“诚信代言人”，做
义务宣传员。

1990年，身为村支书的宋
先钦为带领莲花村共同致富，
通过银行借贷、 村民集资投资
18.5万元创办了一家瓷砖厂。
可事与愿违，开工不到一年，厂
子宣布停产。

在瓷砖厂的善后处理会
上， 乡党委建议将18.5万元债
务， 按责任大小分摊到村干部
和村民身上。方案一宣布，会场
一片哀叹声, 有的村民急出了
眼泪。

宋先钦环顾会场 ，心情无
比沉重。他当即作出一个决定：
这些债务由自己负责偿还。

从此， 宋先钦夜以继日地
靠烧砖赚钱。妻子在镇上摆摊，
为省两块钱， 妻子每天都自带
饭食和咸菜。 靠着辛勤劳动和
省吃俭用， 全家第一年还了
1.24万元的债。

2002年12月28日，宋先钦
还上了最后1笔“欠款”。11年
来，债务本金和利息共达30.46
万元。 宋先钦对儿子们说：“我
们老宋家,对得起村民、对得起

天地良心。人这一辈子，就要说
到做到。”

朱豫刚：践行承诺，为战友
扫墓37载

“我们中有谁牺牲了，就由
活下来的人照顾家人， 每年给
对方扫墓。” 这不是电影台词，
而是现实生活里一句沉甸甸的
承诺。

朱豫刚就是那个活着的
人，37年来， 朱豫刚用行动践
行着诺言， 每年清明节远赴广
西为战友扫墓， 把战友的家人
当做自己的亲人。

1979年，16岁的朱豫刚参
军入伍， 奔赴南疆前线。 战场
上，朱豫刚、王幼连、周幸福、小
高4人结下深厚的战友情。

1981年5月16日与敌军交
战，3位战友壮烈牺牲， 从此长
眠边陲。朱豫刚身负重伤，成了
唯一肩负承诺活着回家的人。

从1984年起，朱豫刚开始
到边疆扫墓。在烈士陵园，朱豫
刚点上香烛， 趴在墓碑前失声
痛哭：“兄弟们， 我来看你们
了!”

承诺只有一句话， 行动却
是一辈子。经济窘迫时，朱豫刚
攒足了路费和伙食费， 搭乘绿
皮火车“哐当哐当” 来广西扫
墓， 一来一回要五天时间。如
今， 每年朱豫刚的祭拜队伍都
在扩大， 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
自发前往陵园扫墓。

“良心医生”叶义言：
不给病人多开一分药

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毕生致力于儿童健康生长发
育，曾给孩子开过一分钱药。他
因踢爆国内“儿童生长激素滥
用”黑幕，引发国务院重视。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
务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严厉打击
“医药代表”非法销售药品行为。

在他看来，生长激素作为处
方药，必须经过专业的医生严格
的诊断，只有在对症的情况下才
可以使用。“做人要讲良心， 当医
生更要讲良心。”多年来，“治病救
人，不图钱”一直是叶义言一生对
医德的坚守。从医多年，他不愿给
病人多开一分钱药，没把握的病
也绝不拍胸脯。

上世纪70年代，叶义言在湘
雅做儿科医生，因给家长开了一
分钱的药被骂，“那人不相信一
分钱的药可以治好病。” 后来叶
义言在街上碰到那名患者家长，
对方冲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对
不起啊，一分钱真治好了我孩子
的病。”这让叶义言获得了“良心
医生”的称呼。 ■记者 张浩

这些“感动湖南人物”用行动诠释诚信无价

本报7月15日讯 网络诚信
法治建设跟哪些法律息息相关？今
天下午，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
分论坛———网络诚信法治建设论
坛进行， 来自全国的多位专家、学
者共话网络诚信法治建设，而两部
法律被提及最多，分别是将于今年
9月1日实行的数据安全法和正在
制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
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张新宝介绍，当网络不诚信
行为出现，侵犯他人权益，需要承
担法律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损害赔
偿，如实际损失、精神损害、惩罚性
赔偿等，也包括对企业、个人的行
政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个
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还
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
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
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履行个
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国家网
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移动法律与监管事务部
总经理、 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于莽结合自身
工作谈对数据安全的保护。 他介
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数据
安全法明确了法律适用范围边界。
通过境内和域外管辖相结合方式，
为面向中国提供跨境服务、在境外
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提供了管辖依
据。数据安全法还构建了数据安全
四位一体的矩阵式监管体系，确定
了分类分级模式，确定了数据安全
的保护制度。”于莽说。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綦雨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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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之约”：共建网络诚信新时代
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发布《长沙倡议》 汪涵等7人被聘为2022年度网络诚信宣传大使

7月15日，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在长沙开幕，在“星城之约”宣誓
仪式上，发布了《长沙倡议》，倡议全社会讲诚信，共建网络诚信新时代。

诚信，厚植于华夏文化，传承于网络空间，是构建信用中国的关键，
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石。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发布《长沙倡议》，从部
门联动、依法治网，企业履责、依法办网，社会监督、依法用网，网民自律、
依法上网4个方面，号召全社会共建网络诚信新时代。“无诚不信，无信不
立，言信行果，强国有我……”宣誓仪式上，铿锵有力的声音久久回荡，激
励人人讲诚信，共同弘扬诚信文化，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现场还颁发了2022年度网络诚信宣传大使聘书， 聘请湖南卫视节
目主持人、节目监制汪涵，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警务支援大队政委、北
京市妇联副主席高媛，湖北顺丰速运江汉分部经理汪勇，电商主播薇娅，
混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磊，歌手、演员张艺兴，中国传媒大学播
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冯琳等7人为2022年度网络诚信宣传大使。7人
在现场宣读了网络诚信《长沙倡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胡盼盼
三湘都市报记者 潘显璇 刘品贝 实习生 阳飘飘

本报7月15日讯 厚植诚信土
壤，打造清朗网络。7月15日下午，
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网络媒体
和社交平台诚信建设论坛在长沙
召开。来自网络媒体、社交平台行
业的专家、学者及企业负责人对网
络诚信进行了探讨。会上，《后疫情
时代网络谣言》正式对外发布。

在论坛对话环节，中国日报网
副总编辑李欣，澎湃新闻常务副总
编李嵘， 喜马拉雅副总裁屠琤，虎
牙执行总编辑、公共事务副总裁胥
大杰，趣头条执行总编辑贺立洁围
绕“夯实主体责任 强化使命担当”
展开探讨、分享经验。

“网络诚信的建设关系到了网
友的生活工作和切身的利益， 是我
们每个网络媒体和网络平台应尽的
责任。”光明网总裁、总编辑杨谷表
示， 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要增强自
律，做网络诚信的表率；创新表达方
式传播诚信文化， 让诚信文化在网
友当中落地生根； 主动出击揭露谣
言，开展舆论监督，揭露危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失责失信行为。

“诚信是一种善， 它与腾讯所
坚持的‘科技向善’方向一致。”腾
讯公司副总裁陈勇表示，我们拒绝
以失信内容为代表的低质流量，坚
决打击失信恶意的账号，并通过流
量补贴， 支持有门槛的硬核内容，
以可测量、可检测、可控制的方法
传播美好。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朱玲

本报7月15日讯 近年来，在线教育非常
火爆，很多人选择这种方式自己学习或给孩
子学， 但是在线教育平台接二连三地出问
题，让大家在选择时有了犹豫。今日，作为
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分论坛之一，在线教
育诚信建设论坛聚焦重营销轻教学、虚假宣
传、制造家长焦虑、预付费模式混乱等问题，
邀请相关专家一起，共同交流探讨在线教育
行业诚信建设，引导在线教育企业回归教育
本质。同时，会上发布了“在线教育行业自律
准则十条”（下称“准则”）。

“准则”指出，在线教育企业要实事求是地
制订招生简章、制作招生广告，不过度营销、虚
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不捆绑诱导、不隐瞒欺
诈学生及家长；不超出服务能力收取预付资金，
按课时收费的，每科一次性收取不超过60课时
的费用，按培训周期收费的，一次性收取费用时
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 每节课持续时间不超过
4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面向境内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时间
不晚于21:�00。

此外，“准则”强调，在线教育企业还要
不断提升技术防护能力， 保障用户数据安
全，尤其保障学生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止泄
露学生隐私。

“这10条准则一直都是我们非常期待
的。” 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总校校长张华
告诉记者， 在线教育的落脚点是“教育”二
字，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可能会对孩子起到一
个不好的示范作用，同时，如果在线教育企
业在资源提供上没有诚信，还有可能会让孩
子学到不符合其成长规律的知识，从而影响
他们未来健康的发展。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实习生 颜璐瑶 莫芷盈

本报7月15日讯 规范促发展， 诚信赢
未来。 今日下午，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分
论坛之“电子商务诚信建设论坛”召开。三湘
都市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0年，湖南省电子
商务交易额突破 15000亿元， 同比增长
17.35%，涌现了兴盛优选、御家汇、安克创新
等一批电商龙头企业， 湖南拥有国家级数字
商务企业4家，数量位居中西部省份第一。

“‘人无信不立、网无信不兴’，诚信是平
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和力量所在，
也是社会各界对电商行业的迫切希望和强
烈要求。”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红专
表示，近年来，湖南将持续推进电子商务诚
信建设，在夯实电商企业主体责任、健全电
商诚信监管体系、积极培育电商诚信文化等
方面发力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

提起假货，消费者深恶痛绝。面对平台
上海量实时商品， 电商平台如何辨别制假售
假行为？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邢悦介绍，阿里
巴巴利用“知产保护科技大脑”所具有的商品
知识图谱、图像识别算法、生物实人认证、假
货甄别模型等模块和功能， 自动识别假货商
品特征，96%疑似假货上线即被封杀。

2020年上半年，国内电商直播超过1000
万场，活跃主播数超过40万。直播带货如火
如荼的背后，“天价佣金”“流量注水”“销售
造假”“内容低俗”等问题也愈发凸显。基于
此，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信用事业部总经
理详细介绍了“直播短视频电商信用服务专
区”，即日起，用户在“新华信锐宝”微信小程
序中检索主播、MCN机构、直播信息等，便可
查询粉丝数、作品数、直播累计观看数、单场
直播预估总销售额等相关数据。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黄依婷 廖晓阳

我省电子商务诚信建设
持续推进

十项自律准则
为在线教育企业“划红线”

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
要做诚信表率

分论坛

共话网络诚信法治建设
两部法律被提及最多

嘉宾观点

加快推动网络诚信建设， 是新
时代诚信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
容。7月15日，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
会在长沙开幕。 在随后举行的主论
坛上，学界、业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
负责人围绕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发
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带来对共建
网络诚信新时代的满满思考———

保证个人隐私
让数据可用不可见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诚信建设任
重道远。” 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在作题为《网络
诚信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与对策》 的主
题演讲时表示， 要推动网络诚信治理
现代化建设，规范数据安全共享，建立
安全可靠的数据共享机制。

陈晓红说，社交媒体正成为信息
传播最大的平台。网络谣言混杂在海
量信息中，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存在时间长，危害性大。要加大辟谣
力度， 形成合力有针对性地粉碎谣
言， 尽可能覆盖谣言传播的所有渠
道，不断通过信息公开铲除谣言滋生
的“温床”。

数据资源与人力资源、 土地资
源一样重要， 当前网络信息安全面
临着严峻挑战，人们的隐私权也在互
联网环境中遭受让渡，网络诚信的建
设迫在眉睫。针对这些问题，陈晓红
建议， 首先要加强诚信督查监管，从
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调控
来降低信用风险；其次是规范数据安
全共享，加强公民信息安全与个人隐
私保护；最后是加强网络诚信文化建
设，建立和维系网络社会文明。在公
民信息安全方面，她认为可以通过技
术创新来实现个人信息所有权与使
用权的分离， 让数据可用不可见，以

此来保证个人隐私。

网络诚信
是在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快速
发展，大大拓展了新技术在网络诚信
体系中的应用范围，也为网络诚信建
设提供了新的抓手。” 百度集团党委
书记、资深副总裁梁志祥以《网络诚
信新认识、新探索、新实践》为题作主
题演讲，他表示，百度正在以技术构
建网络诚信力量， 充分运用技术赋
能，践行网络诚信。

网络诚信绝不仅仅是剔除虚假
信息，绝不仅仅限于在网络上购物不
要欺骗消费者， 而是包括了更高的、
更广的政治含义和社会含义，那就是
要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网络诚信也
不仅仅是针对网民和具体的网络交
易的消费者，新的时代网络诚信覆盖
了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对整个互联网
行业的保护。

主播经济最重要的是信任经济

作为国内顶流电商主播，薇娅曾
担任湖南省好物推荐官，多次来到湖
南，在她看来，湖南是一个火辣的地
方，大家爱吃辣，人很热情，也很适合
居住，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选在长
沙召开， 本身就是对湖南诚信的肯
定。薇娅认为，主播的网络诚信非常
重要， 尤其是这份工作与互联网相
关， 每天都需要通过互联网与人沟
通。 主播经济最重要的是信任经济，
而信任需要良好的积累，离不开每天
一点点的积累，从售前到售后是一个
完整的体系。 主播要珍惜自己的羽
毛，在选品上把关，为客户带来更好
的产品，同时售后要跟得上。

扫码看开幕视频

扫码看街采视频

7月15日，现场表演“星城之约”手势舞云传递快闪。当天，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赵持 摄

街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