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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舆论引导 创时代新篇”
——2021年全国主流媒体
社长总编主题采访活动

（本版文字及图片均由羊城晚报社提供 平原晚报张世彬整理）

防范新型网络诈骗媒体联合行动
10月11日，2021全国主流媒体社长总编主题采访活动在广州举行。当天，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

会主办，羊城晚报社、抖音安全中心联合承办的“全民反诈 净化网络环境——2021防范新型网络
诈骗媒体联合行动”同步启动。启动仪式发布了《2021年防范新型网络诈骗研究报告》，并邀

请媒体代表、学界专家、互联网平台反诈专家围绕防范网络诈骗话题展开了讨论，推动掀
起全民反诈热潮，遏制网络诈骗高发频发趋势。

刘海陵发起倡议刘海陵发起倡议

形成媒体宣传合力，共掀全民反诈浪潮

当天活动现场，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总编辑林海利致欢迎
词。他表示，随着互联网快速
发展，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网络诈骗逐渐成为案发频率最
高且直接关系民生的网络犯罪
行为之一。为提升群众防诈反
诈意识，与会专家、学者、媒体
同仁们一起探讨创新的反诈宣
传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
产品、精准有效的传播模式，提
升网民防诈反诈意识，打造防
范网络安全宣传范本。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
究中心主任沈逸发表《防范新
型网络诈骗、推进网络空间治
理法治化研究》主题演讲。沈
逸表示，网络诈骗等互联网安
全问题是底线问题，从解决网
络安全问题角度推进互联互
通，建设更有效的协同治理生
态体系，应该是各互联网平台

共同努力的方向。
随后，中国晚报工作者协

会会长、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社
长刘海陵代表 2021“防范新型
网络诈骗”媒体联合行动工作
组发起了行动倡议，希望中国
晚协各会员单位共同行动，形
成协同作战宣传合力，共同掀
起全民防诈反骗的浪潮。

刘海陵表示，媒体应综合
运用好自身宣传阵地与传播手
段，常态化开展防范新型网络
诈骗的宣传，策划推出不同形
式、频次的专题宣传报道，打好
宣传的组合拳，唤醒人民群众
反诈防骗意识。此外，要加强
彼此间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
加强与平台运营商的合作，建
设媒体同行间的协同宣传一体
化，共同筑起防范新型网络诈
骗的保护墙，让不法分子无漏
可钻、无机可乘。

网络诈骗进入新阶段，呈现四大趋势特点

为充分发挥防范打击网络诈
骗工作中新闻媒体宣传教育效应、
学界理论研究指导作用及互联网
平台优势，2021年5月，中国晚报
工作者协会召集国内多家主流媒
体、学界代表及抖音安全中心，成
立2021防范新型网络诈骗媒体联
合行动工作组，针对国内网络诈骗
高发频发的趋势开展研究工作。
在活动上正式发布了《2021年防范

新型网络诈骗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显示，网络诈骗的

专业化表现在技术应用、组织运
营、团伙分工等方面。其中，网络
诈骗的技术应用逐渐专业化最为
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绝大
多数网络诈骗中，诈骗团伙都不
是在某一个平台完整实施诈骗，
大多数都会流转两三个乃至更多
平台、工具完成犯罪。这是目前

网络诈骗的又一个典型特征——
跨平台化。

抖音安全中心反诈专家刘欢
称，为有效防范、治理打击网络诈
骗，互联网企业平台需要履行好
自己的职责义务。平台需要提升
技术投入，建立网络诈骗风险数
据库、风控识别能力，及时识别出
网络诈骗风险账号，及时进行阻
断拦截。

网络诈骗治理需开放协作、联动打击

研究报告显示，网络诈骗一
旦进入事后阶段，由于其跨平台
特点，单一互联网平台或其他机
构的治理打击难度会非常大。由
于不同互联网平台在网络诈骗行
为中处于不同环节，相互之间数
据并不互通，造成任何单一平台
对网络诈骗的治理打击面临着长
期持续对抗局面。

针对“防范网络诈骗”“互联
互通助力反诈”这些话题，11 日
进行的联合行动启动仪式上，国

家高端智库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张志安、扬子晚报
编委张琳、抖音安全中心反诈专
家刘欢等展开了讨论。

张志安表示，网络诈骗治理
打击很多都是基于算法模型，在
平台内对涉嫌网络诈骗的行为进
行预警，实现互联互通后，通过跨
平台数据配合可以对潜在诈骗风
险进行预警。所以，未来不管线
下平台之间的协作还是基于线上
多平台互联互通跨平台协作，在

反诈风险预警模式上，会有更好
的技术效率。

刘欢认为，要想彻底打击网络
诈骗，需要公安反诈机构与互联网
平台分别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义务，
尤其是互联网平台，跨平台跨机构
的开放协作、联动打击至关重要。

张琳表示，作为媒体，做好形
式多样、接地气的防诈宣传是义不
容辞的责任。她认为，媒体力量参
与构建新型网络环境，能为净化网
络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沈逸发表主题演讲沈逸发表主题演讲

走访中山南区

10月11日上午，金秋的广州，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由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主办、羊城晚报社承办的“强舆论引导

创时代新篇”——2021全国主流媒体社长总编主题采访活

动在羊城创意产业园举行，来自全国的50家主流媒体参加

了启动仪式，共同发起“防范新型网络诈骗”媒体联合行动。

据悉，此次“强舆论引导 创时代新篇”——2021全国

主流媒体社长总编主题采访活动为期三天，采访团还联动

走进广州、中山、珠海等地，体会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

展的蓬勃生机。

10 月 12 日，“强舆论引导 创
时代新篇——2021全国主流媒体
社长总编主题采访”一行走进珠江
西岸的中山南区。

中山南区是广东华侨的发源
地之一，各乡村人文历史文化厚
重、山清水秀、风貌各异。近年来，
南区依托独特的侨乡文化等历史
文化资源，以文化振兴为抓手，立
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深入挖掘老
建筑、古村落等文化内涵，走出一
条“以文化振兴带动产业振兴、以
产业振兴撬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发
展路径。

沙涌村：挖掘侨文化，打造历
史文创街区

12 日上午，采访团走进南区
沙涌村的马应彪纪念公园，马上被
这里宽广的庭院和中西合璧的建
筑特色所吸引。马应彪纪念公园
建筑群是中山市华侨近代建筑中
单体面积最大的西洋建筑私宅
群。如今，这些纪念性建筑均改建
为沙涌老人活动中心、幼儿园，成
为村民休闲娱乐和游客流连忘返

的场所。沙涌村引入文化创意类
产业，吸引了不少文创工作室进
驻，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詹园：文化+旅游，以景点串
联壮大文化产业

北台村的詹园是“文化+旅
游”的成功案例。詹园是目前岭南
最大的私家庭院，也是国家4A级
旅游景区。它始建于 1998 年，从
苏杭征调百名园林能工巧匠，历时
5年建成。

采访团进入詹园，社长总编们
流连在这座岭南名院的雅致古朴
当中。詹园天然就具有“孝亲”

“自然”等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元素，
设 立 很 多 沉
浸 式 的 中
国非遗文
化体验，
为南区
八 景
之一，
成 为
中 山

的热门旅游景点。
曹边村：传承传统文化，打造

乡村特色文化品牌
采访团来到千年古村曹边

村。穿行村中，静谧朴拙的乡间小
巷，淡雅别致的古老侨房，诗情画意
的村野风光，焕然一新的街道、广
场、雕塑，还有正在施工的特色精品
示范村工程，新农村的时代气息扑
面而来。该村也先后被评为“美丽
乡村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广东美丽乡村特色村”。曹边风
情也给采访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发布以来，合作区的建设
引起各界关注。10 月 12 日下午，

“强舆论引导 创时代新篇”全国主
流媒体社长总编主题采访活动走
进合作区。在横琴展示厅，大家了
解历史、展望未来；在横琴·澳门青
年创业谷，大家聆听澳门青年创业
故事，感受这片土地迸发的热情。

50家主流媒体走进合作区
媒体代表前往横琴·澳门青年

创业谷。创业谷是珠海市委、市政
府和横琴为推进粤澳深度合作，促

进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专门为澳
门青年打造的创新、创业、就业基地。

这片热土上的故事，自然引起
媒体同行们的好奇。珠海澳大科
技研究院依托澳门大学的优势学
科力量构建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通
过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全
面提升区域合作水平，探索通过教
育产出带动澳门科技创新发展，培
养新兴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和
转型发展。

合作区发展引来媒体老总点赞
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朱

国顺曾参加横琴大桥奠基仪式，如
今故地重游，横琴已经“旧貌换新
颜”：“当时的横琴就是一个荒岛，
现在的横琴发展日新月异，已成为
现代化建设的好样板。”

重庆晚报慢新闻副总监王蓉
是第一次来到横琴，创业谷的氛围
让她感触颇深。“琴澳青年时刻在
创业、时刻在创新，我们媒体要学
习这种精神。”辽沈晚报副总编辑
于林姝也是第一次来横琴，“这次
实地感受，非常震撼，令人心潮澎
湃。”

10月13日上午，2021全国主
流媒体社长总编主题采访走进
珠海生物医药企业，深度解读
当地相关企业的成长密码。

珠 海 正 在 发 展 新 能
源、生物医药等五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珠海金湾
区近年来生物医药产
业取得长足进步，生

物医药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总
额保持了较高的增长趋势，已形
成珠海规模最大、产值最高、配套
最为成熟的生物医药产业聚集
区。

《包头晚报》总编辑张一舟曾
参加2019年全国主流媒体社长总
编辑增强“四力”主题采访活动，这
次走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走进

汤臣倍健、普强公司等民营企业，
又给他留下了新的深刻印象。“在
国内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我感觉广
东发展的劲头非常足。这一趟走
下来，每个环节都非常顺畅。”

这也是本次主题采访的最后
一站，至此，2021全国主流媒体社
长总编主题采访活动圆满落下帷
幕。

媒体感受大湾区发展蓬勃生机
10月11日上午，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主办、羊城晚报社承办的2021全国主流媒体社长总编主题

采访活动从羊城创意产业园开始。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以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为目标，
进一步激发各地媒体主流舆论的引导作用，群策群力共商主流媒体网络宣传阵地新思路。连日来，媒体代表

深入广州、中山、珠海一线采访，感受大湾区发展的蓬勃生机。他们纷纷表示，这次活动收获满满、获益多多。

掀起全民反诈骗热潮掀起全民反诈骗热潮
体会大湾区发展生机体会大湾区发展生机

走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走进珠海生物医药企业

参观中山南区

活动现场

采访团走进珠海生物医药企业采访团走进珠海生物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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