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备
受关注的国家展精彩纷呈， 各国充分运用传统与高科技手段， 着
力展现本国的货物、 服务、 投资旅游和人文科技。 图为参观者在
第二届进博会尼泊尔国家馆参观。 新华社发

“双十一” 临近， 很多消费
者打开电脑发现， 各类花花绿绿
的弹窗广告扑面而来， 让人眼花
缭乱， 想关掉却无处下手……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
“霸屏” 的网络弹窗广告不仅影
响用户工作效率， 还可能存在侵
犯用户隐私、 暗含违法信息等问
题， 亟待加强监管。

弹窗广告多如牛毛， 有
的根本无法关闭

弹窗频率高、 关闭键过小甚
至形同虚设， 这是消费者反映最
多的问题。 很多网民反映， 大多
数应用软件均有弹窗广告； 有些
软件还将弹窗广告做成了开机启
动项， 只要电脑一开机就会跳出
来 “骚扰” 用户。 更令人恼火的
是， 这些弹窗广告或者根本无法
关闭， 或者关闭键特别小， 几乎
难以识别。

某广告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
透露， 一些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
其实只是摆设， 用户点击后非但
不能关闭广告， 反而会进入广告
页面。 即便用户安装了过滤屏蔽
软件， 公司技术人员也有办法应
对， 强制给用户推送。

有网民戏称： “世上最了解
你的也许不是家人， 而是弹窗广
告。” 很多消费者发现， 只要浏

览过某类商品， 相关广告就会纷
至沓来。

记者通过某浏览器登录一家
电商平台， 随机浏览了一款家教
学习机。之后的7天内，每天早上、
中午、下午，电脑桌面正中心位置
弹出的该浏览器新闻页面， 都包
含了该商品。 此外， 每次打开该
浏览器， 页面左下方与右下方就
弹出该商品链接， 点击关闭后，
过一个小时会再次弹出。

值得警惕的是， 一些弹窗广
告还暗含色情、 诈骗等内容。 记
者 发 现 ， 许 多 弹 窗 广 告 以 炒
股 、 生发 、 药品 、 女性直播 、
蜂蜜等为主要内容， 宣传字眼十
分夸张。

今年3月， 南京网警通过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提 醒 ， 有 市 民
因 轻 信弹窗广告中 “充值30得
50游戏币” 内容， 被骗1万余元；
网页随处可见的 “日赚100至300
元” “扫码就有礼” “您已获得
某某大礼包” 等弹窗可能隐藏巨
大陷阱。

投入 2万元即可弹窗
100万次

记者调查发现， 弹窗广告已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记者在百度以 “弹窗广告推
广” 为搜索词， 发现多条弹窗广

告制作及推广的链接。 记者以推
广中药产品为由， 咨询了一家广
告代理公司， 工作人员称， 可以
提供两种弹窗广告的发布途径：
一种是与运营商合作， 只要电脑
是联网状态， 打开就能接收到弹
窗广告； 另一种是与软件、 浏览
器合作， 在使用某些软件和浏览
器时， 屏幕就会弹出广告。

“运营商、 软件、浏览器平台
都有用户大数据， 你只要提出广
告时间段、推广地区、目标受众、
产品定位 ， 我们就可以提供服
务。 ”客服人员表示，若是运营商
弹窗广告， 价位是2万元发送100
万次弹窗， 量越大成本越低。

随后， 记者又以同样理由 ，
线上咨询了另外一家广告代理公
司。 工作人员介绍说， 他们公司
的弹窗广告业务是与某浏览器平
台合作， 按受众点击量收费， 每
次点击的收费标准为0.1元至0.3
元。 “我们可以针对目标人群精
准推广， 年龄范围、 时间范围、
地理范围都可以由您自己设定。”

一位网络浏览器研发人员透
露， 国内大部分软件实行免费使
用， 开发者为了获利， 通过强行
植入广告等方式 “迫使” 用户阅
读广告。

“为满足一些广告主提出的
‘精准广告’需求，我们就通过搜

集、分析消费者上网浏览痕迹，制
作精准客户画像进行推送。 ”

某知名搜索服务提供商提供
的数据显示， 今年 “双十一” 前
夕， 电商行业广告主的广告投放
量比平时增加了两到三倍。

针对商品被浏览后相关链接
不断弹出的问题， 记者电话咨询
了某电商平台， 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表示， 他们与各浏览器开发公
司都有合作， 由对方平台来做广
告推广。 “每日广告点击量达到
一定数额， 我们便会支付相应广
告费； 至于如何推广， 不是由我
们公司负责。”

弹窗广告谁来管 ？ 怎
么管？

我国广告法第 44条明确规
定， “利用互联网发布、 发送广
告 ， 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
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
发布的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
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近年来，
相关部门多次针对互联网广告开
展整治行动， 并取得一定效果。
但是 ， 弹窗广告过多过滥的问
题， 像牛皮癣一样难以根治。

业内专家建议 ， 应多措并
举， 细化相关管理办法， 完善公
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多部门联
合打击违法行为， 规范网络弹窗

广告发展。
今年5月， 我国 《数据安全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明确
提出， 网络运营者不得以改善服
务质量、 提升用户体验、 定向推
送信息、 研发新产品等为由， 以
默认授权 、 功能捆绑等形式强
迫、 误导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其收
集个人信息。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左晓栋建议， 可参照国家治理垃
圾短信的措施来加强对弹窗广告
的监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接
收者同意或者请求， 不得向其发
送弹窗广告； 接收者同意后又明
确表示拒绝接收弹窗广告的， 应
当停止向其发送。

北京市京师 （太原） 律师事
务所律师胡荣认为， 针对网络弹
窗广告， 相关部门应加大管控力
度， 例如多部门联合执法， 每年
不定期对网络弹窗广告进行突击
检查， 对涉及色情、 暴力、 侵害
他人隐私权等违规违法行为坚决
惩处， 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
门追究刑事责任。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
教 授 王 云 飞 建 议 ， 完 善 网 络
广 告 管理办法 ， 对弹窗广告播
出时间、 间隔时间、 播放内容加
以明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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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屏”弹窗广告谁来管？

异地执行难一直以来都是法
院执行中的一大痛点， 异地被执
行人查找难、 财产查扣难、 处置
难等问题往往成为被执行人用来
逃避执行的 “避风港”。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高效
运用信息化手段， 与异地法院在
联动协作上探索新方法， 让 “老
赖 ” 不能 “赖 ”、 “赖 ” 不掉 ，
确保百姓权益落到实处。

近年来 ， 随着民事诉讼增
加， 尤其涉及民间借贷、 投资纠
纷、 企业破产等问题的执行案件
数量攀升。 东城区法院执行局的
数据显示， 该院2018年执行收案
11355件 ， 较2015年的7506件上
升了51.3%， 2019年1月至10月已
收案12622件。

在一起执行案件中， 北京某
餐饮公司因3起借款合同纠纷需
要给付申请执行人刘某、 张某欠
款及利息共计105万余元， 东城
区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
书、 报告财产令， 但这家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杨某以各种理由拒不
履行， 也未向法院申报财产， 但
餐厅仍在经营中。

东城区法院执行局法官王相
杰介绍， 由于从餐厅日常收款的
二维码及设备中发现收款账户是
杨某个人的支付宝账户， 为核实
该餐饮公司是否存在转移隐匿财
产行为， 东城区法院执行指挥中
心立即与杭州市下城区法院进行
在线视频会商， 通过事项委托平
台发送协助调查材料， 请求其协
助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 杨某的支付
宝账户仅2018年6月一个月就入
账150多笔，共计34000余元。 东城
区法院针对杨某拒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涉嫌转移隐
匿财产的行为， 作出对其罚款10
万元的决定。迫于压力，杨某很快
与申请执行人就还款达成协议。

东城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副
主任赵德江表示， 近几年人民法
院的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 通过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搭 建 的 执 行 案
件 总 对总网络查询平台 ， 基本
可以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的 “一
网查尽”。

“以前法院的查询能力有限，
如果被执行人是外地的， 只能查
到他的银行账号， 外地的企业、
房产等财产信息查不到。 查询平
台的建立， 大大便利了财产线索
的查询。” 赵德江说。

除此之外， 自最高人民法院
执行指挥平台上线以来， 东城区
法院执行局充分利用该平台异地
事项委托系统的优势， 向异地法
院委托送达事项3238件， 其中办
结2865件； 接受异地法院委托办
理送达事项2339件。

赵德江算了一笔账， 如果按
照传统模式法官异地出差办理折
算， 这些对外委托事项相当于32
名执行法官一年的工作量， 现有
措施节省了异地出差费用约300
万元。

同时， 借助最高人民法院搭
建的事项委托平台等信息化手
段 ， 异地办理对存款 、 理财产
品、 股权投资、 车辆、 不动产的
远程查封 、 冻结等财产查控措
施， 法律文书远程送达、 异地办
理执行调查等都可以高效便捷地
实现。

赵德江说， 通过事项委托平
台 ， 东城区法院与29个省区市
300多家法院开展过执行事项合

作。 “通过这个系统， 只需设立
1名专管员、 1台电脑， 就能完成
这些工作 ， 大大提高了执行效
率， 节约了司法成本。”

如今， 老百姓的财产表现形
式增多， 财产转移速度加快。 除
存款、 房产、 车辆以外， 信托、
基金等理财产品、 网络投资平台
等形式越来越丰富， 对法院执行
带来了很大挑战。 东城区法院执
行局局长刘晶表示， 当前在我国
网络支付渗透人们日常生活的情
况下， 针对被执行人运用网络支
付账号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混
同等新形式的案件数量较多。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查控系
统与阿里巴巴、 京东等公司进行
数据对接， 已形成综合治理执行
的模式。 除异地法院外， 越来越
多的其他社会机构也积极参与到
协同执行工作中来。” 刘晶说。

除了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查
控处置、 对 “老赖” 进行拘传、
罚款、 拘留等 “硬” 措施之外，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将拒不履行
义务的被执行人拉进 “黑名单”，
限制其高消费行为 ， 倒逼 “老
赖” 主动履行。 刘晶说， 这种信
用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触
动很大， 起到很好的威慑效果。
“今年中秋节、 十一期间， 仅东
城区法院就有289名被执行人因
出国、 出行等受限而主动履行了
义务。”

在刘晶看来， 执行各配套惩
戒措施、 执行信息化建设、 执行
异地协同机制等正日趋完善， 解
决了很多以往人民法院解决不了
的问题， 让越来越多的 “老赖”
变被动执行为主动履行。

据新华社

北京东城法院“攻坚”异地执行难
信息化平台配合显奇效

2万元即可弹100万次！

11月7日， 参观者在第二届进博会装备展区参观。 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博览会现场丰
富的展品 ， 吸引众多采购商团队 、 专业观众前来参观 、 选
购、 签约。 新华社发

人人流流如如织织

聚焦进博会

精精彩彩纷纷呈呈国国家家展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