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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虚假信息内容繁多、
传播迅速、影响恶劣的背景下，如何
防范更多“廖英强式”的“黑嘴”出现？

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任远律师看来，对于通过散布所
谓内幕消息甚至虚假信息达到操纵
市场目的的违法者，应在行政处罚的
基础上强化刑事惩戒，对更多试图以
身试法的股市“黑嘴”起到有效的震
慑作用。

在此之前，汪建中已于2011年被
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不过专家也坦言，对于股市“黑
嘴”操纵市场案件，民事追责有较大

难度。任远分析认为，与以上市公司
等为主体的欺诈发行或虚假陈述案
件不同，“黑嘴”操纵市场行为主体多
为个人，且其提供的资讯与投资者损
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很难论证，
投资者很难就此进行索赔。

业内人士认为，打击股市“黑嘴”
应继续保持高压，尽快完善相关法律
制度。面对形形色色的所谓牛股推
荐，投资者应保持警惕、冷静分析，坚
守基于上市公司基本面的价值投资
理念，纠正“听消息”“炒内幕”的不良
投资习惯，摒弃“一夜暴富”的盲目投
机心态。 （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

证监会日前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显示，廖英强利用其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
的影响力，在其微博、博客上公开评价、推
荐股票，在推荐前使用其控制的账户组买
入相关股票，并在荐股后的下午或次日集
中卖出。

证监会认为，廖英强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证券法“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
规定。依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对廖英强
没收违法所得 4300 余万元，并处近 8621
万元罚款。

“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没必要辩解。”
“不缺少缴纳罚款的财产。”“相当于打了

一点多亿的广告，廖英强的名字算是家喻
户晓。”面对逾1.29亿元的巨额罚单，曾在
申辩意见中表示“无力承担罚款、请求从
轻处罚”的廖英强，一面表示认罚，一面却
扬言“不差钱”，甚至将行政处罚视为“打
广告”。

廖英强的嚣张态度，引起各方高度关
注。证监会发言人表示，已注意到社会舆
论对廖英强的回应反应激烈，“敬畏法律、
恪守法律、依法合规是各类市场主体参与
证券市场的基本底线。任何侵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破坏市场运行秩序、肆意挑战
法律尊严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得到应有惩
罚，付出沉重代价。”

亿元罚单竟被视为“打广告”
证监会：挑战法律底线

廖英强并不是第一个被盯上的股
市“黑嘴”。2008年，北京首放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汪建中就因借推
荐股票之机操纵市场，遭证监会罚没
2.5亿元。

巨额罚单为何难挡“黑嘴”出没？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伴随互联网、移动
互联技术不断普及，打着“专家”“老
师”“牛散”等旗号的微博、公众号、股吧、
微信群、手机软件层出不穷，以发布短
视频、帖子、群消息等方式，吸引专业
能力有限但又渴望抓住投资机会的中
小散户。“隐藏在背后的，极有可能是
怂恿散户抬庄，进而操纵股价从中渔
利。”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说。

上交所方面表示，与以往相比，当
下的“黑嘴”荐股手段更加隐蔽，规避
监管意图明显。针对监管形势变化，
上交所已从舆情预警、盘中跟踪、盘后
大数据分析三方面着手，建立了完整

的监控分析和线索上报体系。
多项高科技的介入，极大提高了

曝光股市“黑嘴”的效率和准确性：大
数据筛查强化舆情监测力度，爬虫、文
本挖掘等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网络媒体
信息语义解析难题，文本智能处理、交
易行情分析、账户识别评价等模块集
成对百万级深度数据进行快速分析。

在此基础上，针对股市“黑嘴”的
监管保持高压态势。近日证监会稽查部
门集中部署了 2018 年专项执法行动
第一批案件，集中打击通过互联网、自
媒体肆意发表证券期货虚假信息、充
当股市“黑嘴”并从中牟利等严重扰乱
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的违法行为。

证监会表示，将持续加强证券期
货信息传播和异常交易监控力度，进
一步密切加强与广电、工信、网信部门
以及公安机关的执法协作，坚决打击
严重扰乱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的各
类违法行为。

防“黑嘴”出没 监管手段升级

完善相关举措严防“黑嘴”作恶

亿元罚单竟被视为“打广告”

嚣张的股市“黑嘴”该如何杜绝
证监会日前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曾长期在上海

某电视台知名财经栏目担任嘉宾主持人的“股评专家”廖英
强，因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被没收违法所得4300余万元，并
处近 8621万元罚款。面对亿元罚单，廖英强竟称“相当于打
广告”，引起市场各方强烈谴责，证监会表示，此举挑战法律
底线。股市缘何“黑嘴”出没？如何才能杜绝此类违法行为
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近日印发了《关于2018年提高全国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的通知》，启动了今年统一提
高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工作。
日前，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就《通知》的有关内容回答
记者的提问。

《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2009年我国

开始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试点，2011年开始开展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2014年两项制
度合并实施，我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
2017年12月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51255万人，其中，领取待
遇人数 15598 万人，月人均待遇 125
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
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改善城乡老年居民生活、调
节城乡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今年 3 月 26日，人社部、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根据

《指导意见》的要求，人社部、财政部
研究提出了 2018 年提高全国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
方案建议，报请党中央、国务院确定，
印发了《通知》，启动了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正常
调整工作。

养老金怎么调？资金
从哪儿来？

这位负责人指出，根据《通知》，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提高至每人每月 88 元，即在原每人
每月 70 元的基础上增加 18 元。人社
部会同财政部根据《指导意见》精神，
统筹考虑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
他社会保障标准调整情况，研究提出
意见并报请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调
整标准和时间。

而在资金来源方面，这位负责人
表示，《通知》中明确，提高标准所需
资金，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
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 50％的补
助。2018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中央和地
方财政将继续增加支出，提高城乡老
年居民待遇水平。

如何做好相关工作？
这位负责人强调，根据《通知》

要求，各地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提高
基础养老金标准，进一步健全参保
缴费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参保居民
选择更高档次缴费，增加个人账户
积累，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促进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
发展。各地人社和财政部门要做好
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的相关工作，
尽快将提高后的养老金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正确
引导社会舆论。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游戏直播第一股”虎牙日前在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
国第一家上市的游戏直播平台。业
内认为，在游戏直播行业开始进入
收获季后，也意味着竞争趋于白热
化，行业分化加剧，排名前十的企业
最终难以避免在互联网巨头中选择

“站队”。

游戏直播正在“减速”
“未来两年，游戏直播市场的营

收和用户增长将分别放缓至 6.12%和
4.17%，市场总规模稳定在每年 60 亿
元至 65 亿元。”易观发布的《中国游
戏直播市场年度综合分析 2018》显
示，电竞直播行业正面临营收和用户
增长双双见顶的局面。

近几年，在各路资本的追捧下，
游戏直播的年度用户和营收增长率
曾双双突破 100%，增速的放缓意味
着，国内电竞直播市场正在告别“疯
涨”时代，迎来一个较为稳定、可期的
市场格局。

分析人士指出，游戏直播行业告
别 2014 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主要
原因有两个：一是需求达到天花板，
该领域的用户数量已接近饱和；二是
腾讯等巨头介入后，抬高了准入门
槛，形成了行业壁垒。

行业押注“精品自制内容”
目前，直播品牌的内容生产逐渐

由用户生产内容模式（UGC）向专业
生产内容模式（PGC）转型。斗鱼、虎
牙、熊猫等直播平台都将抢夺流量的

“赌注”押在精品自制内容上。
“这其实是互联网视频行业为了

增加用户粘性所采取的普遍方法。”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
研究院研究员杨勇表示，如今大流量
的游戏直播平台已经成为宣传游戏
内容、发展游戏新用户最重要的流量
来源，因此企业押注精品自制内容正
是为了抢夺流量。

在直播领域布局较早的腾讯正
是看中了游戏直播背后年产值 1000
亿元的中国电竞市场。中投顾问评
估，2018年国内电竞产业市场规模将
达到 1115 亿元。电竞产业链涵盖游
戏开发运营、赛事赞助、电竞直播、游
戏硬件和周边等多个环节。其中，电
竞直播对于玩家导入，增加用户粘性
有着特殊价值，其实像“荒野行动”“绝
地求生”这样的游戏，都是首先在直播
平台上引发关注的。

巨头布局提速
腾讯、网易在游戏、电子竞技领

域的布局明显提速。腾讯此前自主
创立了企鹅电竞直播平台，在完成
对斗鱼和虎牙的股权投资后，实际
上控制了国内电竞直播前六大平台
中的半壁江山，留给市场的并购空
间已经十分有限。而据了解，4 月份
以来，腾讯、网易及相关投资方又都
在频繁与另一家头部公司熊猫直播
展开接触。

或许，能影响接下来游戏直播行
业走向的最大变数，就是目前还在观
望中的熊猫直播。尽管直播行业前两
大巨头背后都有腾讯的入股，但二者
是否会走向联盟还不得而知，所以游
戏直播行业尚未完全进入“垄断竞争
的时代”。（据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

巨头抢食

游戏直播谁主沉浮

为何提、何时提、怎样提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关于2018年提高全

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新华社成都5月14日电（记者许
茹、吴文诩） 记者从四川航空公司了
解到，5 月 14 日，3U8633 重庆至拉萨
航班因机械故障备降成都，该航班于
7时40分左右安全落地。此后，川航安
排3U8695执行成都至拉萨航班，已于
12时9分飞往拉萨。该事件正调查中。

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
发布消息称，3U8633航班执行重庆至

拉萨航班任务，在成都区域巡航阶
段，驾驶舱右座前风挡玻璃破裂脱
落，机组实施紧急下降。在民航各保
障单位密切配合下，机组正确处置，
飞机于7时46分安全备降成都双流机
场，所有乘客平安落地，有序下机并得
到妥善安排。备降期间右座副驾驶
员面部划伤、腰部扭伤，一名乘务员
在下降过程中受轻伤。

川航一航班因机械故障备降成都
两名机组人员受伤

5 月 14 日拍摄的发生故障后准备降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川航
3U8633。 新华社发

美迁驻以使馆 中东乱局乱上加乱

5月 14日，
在加沙地带与
以色列接壤的
边境地区，抗议
者与以色列士
兵冲突时躲避
催泪瓦斯。
新华社/法新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
新馆定于当地时间 5月 14日
在耶路撒冷开张。国际社会
普遍担忧美国此举会为中东
乱局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

可以说，迁馆行为反映
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东战
略的调整，以及以色列如今对
美国中东政策影响力的增大。

首先，这是特朗普政府对
中东核心问题的新定位，将对
中东地区局势产生长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迁馆行
为反映特朗普政府对中东问
题定位的变化。

实际上，美国国会早在
1995 年即通过“耶路撒冷使
馆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只是从克林顿、
小布什到奥巴马历届政府，
都相继推迟迁馆期限。刁大
明说，前几届政府考量背后
的一个重要定位是，认为以
巴矛盾或者以色列和整个阿
拉伯世界的矛盾是中东地区
的核心矛盾。特朗普政府显
然放弃了这一定位，转而将
极端势力和近年来地区影响
力增大的伊朗作为目前中东
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

去年末发布的《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较明确地
列出了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
的几大目标：一是强化盟友和
伙伴关系，尤其强调了要同以
色列应对共同威胁；二是将伊
朗列为中东头号威胁，认为伊
朗争夺地区霸权威胁中东安
全和稳定；三是反恐。

刁大明说，美国认为，为
了应对伊朗这个威胁，以色列
和沙特等逊尼派主导的美国
盟友国家完全可以合作，而执
行“耶路撒冷使馆法案”不仅
是对美国主导的盟友团队合
作度的测试，还增加了美国回
调中东政策、强化自己主导地
位的空间和可能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美国问题学者孙成昊也对
新华社记者说，特朗普政府把
迁馆付诸行动，意味着美国改
变长期在巴以和谈中较为中
立的“斡旋人”形象，将对中东
地区产生长期影响。而且迁
馆行动一旦完成，则很难“逆
转”，对今后解决巴以问题没
有任何好处。

第二，迁馆受到美国国
内亲以势力上升以及同以色
列相互需要的双重因素左右。

奥巴马时期，美国将注

意力重点放在亚太战略上，
而对于中东，推翻小布什政
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
推行“巧实力”外交，以“疗
伤”“接触”“合作”为主，试图
拉美国离开中东泥潭。然
而，奥巴马政府对巴以问题
的不上心、对叙利亚问题的
犹豫和迟疑，尤其是与伊朗
接触并签订伊核协议等举
动，都让美国和以色列的关
系在其任内降到低点，美国
国内共和党人，尤其是亲以
势力对此多有诟病。

特朗普上任后，在中东
问题，尤其是对以色列关系
上与奥巴马形成鲜明反转。
除了因为特朗普“逢奥必反”
的做派，以色列和美国国内
亲以势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刁大明指出，一方面，美
国共和党传统基本盘之一的
基督教福音派持有很明显的
亲以立场，随着这一派势力
日益在党内得势，“共和党逐
渐变成了一个亲以色列利益
的党”；另一方面，特朗普的
做法也可以算是对奥巴马时
期美以关系遇冷的一种“补
偿性回调”。

此外，刁大明还说，对特
朗普政府而言，要打压伊朗，

以色列显然是最为关键的马前
卒；同时，对以色列来说，特朗
普执政则为以色列实现其中
东目标创造了一个历史时机。

由此，与其说是美国坚
定力挺盟友以色列，不如说
是二者在各自国内诉求和中
东目标上各取所需。

第三，这是特朗普政府现
实主义外交做派的又一印证。

孙成昊认为，特朗普政
府在“美国优先”下实行“有
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这
就意味着，一切以现实为准
绳，以美国自身利益为最高
追求，而在政策上不再考虑
太多其他各方利益。

孙成昊说，迁馆是特朗
普兑现的又一个竞选承诺。
作为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的特
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向支持
者证明自己言出必行，为的
是给自己在政治上加分。

一些美国媒体认为，特
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加上
迁馆，可能会在中东地区引发
新的风暴，导致地区敌对升
级，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新华社加沙 5 月
14 日电 （记者杨媛
媛、赵悦）巴勒斯坦民
众 14 日在巴各地举
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抗议美国驻以色列使
馆在耶路撒冷开馆。
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
交界地区，37 名巴勒
斯坦人在冲突中丧
生，1700多人受伤。

当天，数万名巴
勒斯坦人聚集在加沙
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
区，抗议美国驻以色
列大使馆在耶路撒冷
开馆，并与以色列士
兵发生冲突。这次抗
议是 3 月 30 日“回归
大游行”开始以来最
为严重的一次。部分
示威者焚烧轮胎，向
以色列方面投掷石
块。据目击者称，甚
至有人穿越边境隔离
栅栏。驻守边境的以
色列士兵开枪还击。

巴勒斯坦卫生部
加沙地带发言人阿什
拉夫·卡德拉说，当天
冲突已导致至少 37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还造成 1700 多名巴
勒斯坦人受伤。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
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来到市中心的阿
拉法特广场，手举巴勒斯坦国旗和
标语，呼喊抗议口号。在抗议现场，
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瓦贾对新华
社记者说，美国在巴勒斯坦“灾难
日”前一天将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
冷“对我们来说真是双重灾难”。

随后，游行队伍中的人们高举
着巴勒斯坦国旗，浩浩荡荡向以色
列设在拉姆安拉以南卡兰迪亚的军
事检查站进发。

伯利恒、希伯伦、杰里科等其他
约旦河西岸城市也举行了类似抗议
活动。

2017 年 12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并于今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建国
70周年之际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
夫迁往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方面对此强烈反对。
今年 3 月 30 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加
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处举行大规模
示威。一个多月来，巴勒斯坦民众
与以军冲突不断，造成大量巴勒斯
坦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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