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微信等“朋友圈”一方净土
网信办发言人：“七条底线”是对网民最基本要求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
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
者、使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
范，对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从事公众信息
服务活动提出了明确管理要求。对此，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发言人。

问!为什么要制定%规定&' %规定&

施行后是否会限制即时通信服务的发

展'

答!根据互联网企业及互联网违法
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的举报情况
来看，广大网民对少数人利用这一应用
发布涉恐、涉暴、涉黄等违法信息，肆意
传播诽谤和谣言信息深恶痛绝。社会各
界强烈呼吁规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
息服务发展管理，使之成为真正让广大
网民能够充分理性发表意见、观点、建
议和即时交流信息的平台。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在充分考量网民心声和社
会呼声的背景下，依法制定本《规定》。
《规定》的出台将有利于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有利于提升即时通信企业
的服务质量，有利于维护广大用户的合
法权益。

问!%规定&第六条规定用户应当承

诺遵守(七条底线)*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七条底线”并非对网民行为的
最高要求，而是本着“底线思维”，提出
的最基本要求，是管理的底线，是国家、
社会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只有广
大网民自觉遵守“七条底线”，在全社会
共同努力下，才能营造和谐、健康的网
络环境，才能让网络成为真正服务于社
会的公信平台。

问：%规定&出台后*微信公众平台

中以发布时政信息为主的自媒体公众

账号是否会被关闭'

答：《规定》的出台，将有利于规范
公众账号的发布行为。《规定》要求即时
通信工具使用者无论以何种形式向公
众发布信息，都应当遵守服务协议，遵

守“七条底线”。同时，《规定》还对时政
类新闻的发布、转载提出了要求。因此，
自媒体公众账号是否会被关闭，取决于
其是否依法依规发布内容。

问!有网民说%规定&将压制言论*

您怎么看'

答!恰恰相反，《规定》的出台有利
于保护正当的言论自由。我们的网络空
间不能成为杂乱无序、充满戾气的空
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谣
言、暴力、欺诈、色情、恐怖信息传播。自
由和秩序是辩证的关系，任何个人的自
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不能突破
底线，妨碍他人自由。

问!有网民表示*在向一些移动即

时通信服务提供者举报不良信息时*遇

到反复举报后却未能得到有效处置的

情况*%规定&对此有何要求'

答：《规定》第五条规定：“即时通信
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处理公众举
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公众如果发现

举报未能得到及时受理，可以直接向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管的互联网违
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举报。一经核
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依法依规
作出处理。

问：《规定&施行后*对微信等即时

通信工具的群组+朋友圈等功能有何影

响'

答!《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
称公众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即时通信工
具的公众账号及其他形式向公众发布
信息的活动。”群组和朋友圈具有私密
和公众双重属性。对用户的私密社交行
为，《规定》明确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
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保护用
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对用户通过上
述功能向公众发布信息的公众属性行
为，《规定》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
供者应当与用户签订协议，用户应按照
协议约定遵守“七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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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新闻
注册账号实行“后台实名、前台自愿”，承诺遵守“七条底线”

网信办出台即时通信十条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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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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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即时通信
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
行规定》。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

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共十条，
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使
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
规范，对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从事
公众信息服务活动提出了明确
管理要求。
规定还要求，即时通信工具

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
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即
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通过真
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注册
账号时，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
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
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
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

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
等“七条底线”。

针对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
息服务，规定要求，即时通信工
具服务使用者为从事公众信息
服务活动开设公众账号，应当经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审核，
由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向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分类
备案。

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
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
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
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
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
载时政类新闻。即时通信工具服
务提供者应当对可以发布或转
载时政类新闻的公众账号加注
标识。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公众
账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
公众需求。

朋友圈就该传递正能量
短评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日

出台"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

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以十条

规定规范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

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意在治

理朋友圈和公众号等公众信息

服务中的某些乱象,

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

工具中*朋友圈是朋友亲密互动

的阵地*兼具-大喇叭.的媒体属

性*能迅速产生一传十+十传百

的传播效果, 然而*微信朋友圈

里信息杂芜*随手转等社交心理

习惯*助长了不负责任的谣言散

播*还被强媒体属性的部分微信

公众号广为传播, 用户不堪其

扰*通过运营平台投诉*却发现

往往石沉大海,

微信有超
"

亿用户*其中约
#

亿活跃用户*是当前中国使用人

数最多+活跃度最高的移动即时

通信工具, 一起起谣言事件*破

坏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严重

危害了公共利益/一起起用户隐

私泄露事件*警示着用户的生命

财产安全正面临威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希望

自己成为谣言的受害者* 就应当

充当网络空间秩序的构建者和使

用者*避免成为造谣者和传谣者,

朋友圈就该传播正能量, 我

们不仅应加强对谣言的甄别能

力*规范发言*还应努力成为真

相的传播者*用理智遏制谣言的

传播*用真相击碎造谣者的不良

企图, 这样*朋友圈就能够传递

正能量,

新华社记者 罗宇凡"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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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办发言人：“七条底线”是对网民最基本要求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
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
者、使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
范，对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从事公众信息
服务活动提出了明确管理要求。对此，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发言人。

问!为什么要制定%规定#' %规定#

施行后是否会限制即时通信服务的发

展'

答!根据互联网企业及互联网违法
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的举报情况
来看，广大网民对少数人利用这一应用
发布涉恐、涉暴、涉黄等违法信息，肆意
传播诽谤和谣言信息深恶痛绝。社会各
界强烈呼吁规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
息服务发展管理，使之成为真正让广大
网民能够充分理性发表意见、观点、建
议和即时交流信息的平台。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在充分考量网民心声和社
会呼声的背景下，依法制定本《规定》。
《规定》的出台将有利于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有利于提升即时通信企业
的服务质量，有利于维护广大用户的合
法权益。

问!%规定#第六条规定用户应当承

诺遵守-七条底线)*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七条底线”并非对网民行为的
最高要求，而是本着“底线思维”，提出
的最基本要求，是管理的底线，是国家、
社会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只有广
大网民自觉遵守“七条底线”，在全社会
共同努力下，才能营造和谐、健康的网
络环境，才能让网络成为真正服务于社
会的公信平台。

问：%规定#出台后*微信公众平台

中以发布时政信息为主的自媒体公众

账号是否会被关闭'

答：《规定》的出台，将有利于规范
公众账号的发布行为。《规定》要求即时
通信工具使用者无论以何种形式向公
众发布信息，都应当遵守服务协议，遵

守“七条底线”。同时，《规定》还对时政
类新闻的发布、转载提出了要求。因此，
自媒体公众账号是否会被关闭，取决于
其是否依法依规发布内容。

问!有网民说%规定#将压制言论*

您怎么看'

答!恰恰相反，《规定》的出台有利
于保护正当的言论自由。我们的网络空
间不能成为杂乱无序、充满戾气的空
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谣
言、暴力、欺诈、色情、恐怖信息传播。自
由和秩序是辩证的关系，任何个人的自
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不能突破
底线，妨碍他人自由。

问!有网民表示*在向一些移动即

时通信服务提供者举报不良信息时*遇

到反复举报后却未能得到有效处置的

情况*%规定#对此有何要求'

答：《规定》第五条规定：“即时通信
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处理公众举
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公众如果发现

举报未能得到及时受理，可以直接向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管的互联网违
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举报。一经核
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依法依规
作出处理。

问：《规定#施行后*对微信等即时

通信工具的群组+朋友圈等功能有何影

响'

答!《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
称公众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即时通信工
具的公众账号及其他形式向公众发布
信息的活动。”群组和朋友圈具有私密
和公众双重属性。对用户的私密社交行
为，《规定》明确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
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保护用
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对用户通过上
述功能向公众发布信息的公众属性行
为，《规定》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
供者应当与用户签订协议，用户应按照
协议约定遵守“七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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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新闻
注册账号实行“后台实名、前台自愿”，承诺遵守“七条底线”

网信办出台即时通信十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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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即时通信
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
行规定》。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

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共十条，
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使
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
规范，对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从事
公众信息服务活动提出了明确
管理要求。
规定还要求，即时通信工具

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
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即
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通过真
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注册
账号时，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
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
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
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

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
等“七条底线”。

针对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
息服务，规定要求，即时通信工
具服务使用者为从事公众信息
服务活动开设公众账号，应当经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审核，
由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向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分类
备案。

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
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
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
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
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
载时政类新闻。即时通信工具服
务提供者应当对可以发布或转
载时政类新闻的公众账号加注
标识。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公众
账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
公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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