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23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
悉，为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
息规范，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
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
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对违法失德
明星艺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全网
统一标准，严防违法失德明星艺人
转移阵地、“曲线复出”。
近年来，网上泛娱乐化倾向、低

俗炒作现象屡禁不止，流量至上、畸

形审美、“饭圈”乱象等不良文化冲
击主流价值观，一些网上有关明星
的宣传信息内容失范，绯闻八卦、隐
私爆料占据网站平台头条版面、热
搜榜单，占用大量公共平台资源，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

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
账号管理、舆情机制等 4 个方面提
出 15 项具体工作措施，要求严把
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
正面引导，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
乐明星网上信息含有宣扬畸形审
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刷量控评、

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
内容。

根据通知，对于明星广告代
言、品牌合作、商业推广等商业活
动类信息，原则上仅在各网站平台
广告位置呈现，且应在显著位置标
明广告字样。对于明星影视、音
乐、综艺作品及相关宣传、片段、
演绎、评述等演艺作品类信息，含
有明星个人标识的，在首页首屏、
热门推荐、热搜榜单等环节，同一
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呈现一
条。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分会 23 日发布第九批网
络主播警示名单，包括“铁山靠”
“郭老师”两名职业主播和“吴亦
凡”“郑爽”“张哲瀚”三名演员在
内的 88 名主播将在行业内被实行
联合抵制和惩戒。这是违法失德艺
人首次被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中，防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名
单向社会公布后将下发各平台予以
封禁，并同步报主管部门备案。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分会秘书长瞿涛表示，这些
主播在直播活动过程中，发布含有严
重违法违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信
息且社会影响恶劣。此次第九批警示
名单中，有五名网络主播因粉丝量较
大且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点，
有可能出现制造炒作话题、煽动大众
情绪，组织粉丝、雇用网络水军控制
舆论走向等风险行为，需重点关注。
据悉，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

表演（直播）分会 2018 年起实施
网络主播“黑名单”制度，截至目
前，已经陆续发布九批共 446 名网
络主播警示名单。

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禁当主播

严防违法失德艺人“曲线复出”

中央网信办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

2021年 6 月 17 日，我国航天
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驾乘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顺
利完成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并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突破
性科学试验和空间应用任务，在轨
驻留 3个月，于 9 月 17 日顺利返
回。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实
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目
标至关重要的一次任务，中国人首
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多项关键核
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
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
新步伐，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
国获得最新成果，对提升我国综合
国力和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前行、接续奋斗，
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

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
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
和心血。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同
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听令景

从、矢志报国，不畏艰险、团结协作，
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精神、中
国力量。聂海胜同志 3次执行载人
飞行任务，2次担任指令长，成为首
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刘伯
明同志十余年如一日砥砺坚守，两
度飞天圆梦，此次任务 2 次出舱活
动。汤洪波同志扎实训练、艰苦磨
砺，在第二批航天员中首个出舱活
动。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

业建立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决定，给聂海胜同志颁
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刘伯明
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
予汤洪波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
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同志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
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
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

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
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爱党报国、
忠诚使命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们勇
担重任、勇攀高峰的革命精神，学习
他们矢志不移、追求卓越的高尚品
格，学习他们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
务实作风，勇于探索、敢于胜利，自
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贡献更多智慧更大力量。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两弹
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奋发
有为，扎实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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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

三名航天员荣获航天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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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回 声 明

海安成顺食品加工厂 2 批次三
林肉皮食品因印刷错误， 误将
2021/11/12、2021/11/20 印 为
2020/11/12、2020/11/20， 自即日
起召回，特此声明。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给聂海胜颁发 “一级航天
功勋奖章”

给刘伯明颁发 “二级航天功勋
奖章”

授予汤洪波“英雄航天员”荣誉
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
决定 （2021 年 11 月 23 日）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