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四瓶白酒倒在一个巨碗里，主播
‘一口闷’”“白、啤、红、洋、黄五种酒整瓶
混合快速豪饮，喝到主播呕吐不止甚至失
去意识”“一群男女在一起滥饮斗酒直到
把人全部喝晕倒在桌下”⋯⋯

新华社记者发现，虽然“问题吃播”已
被清查封号，但以“拼酒醉酒”来“吸粉”的

“问题喝播”却仍活跃在部分短视频平台，
不仅危及主播健康，更宣扬畸形审丑心
态、严重破坏行业健康生态。

“问题喝播”问题大：多醉
酒、猛拼酒、卖假酒

记者在快手、西瓜视频、B 站等网络
平台上发现有不少“问题喝播”视频。

醉酒越醉越好。记者在快手平台上
看到，有主播拎起桶装白酒就往嘴里灌，
直到喝不进去喷出来。还有主播与一名
女性竞相喝下 60 度白酒，直至其中一人
醉晕失去意识。

一位西瓜视频主播告诉记者，自己做
“喝播”1 年多已积累了 20 万粉丝。“在直
播里喝得越猛点击量越高，有一次 5 口喝
完 1 斤高度白酒，观看量一下子就飙到了
20多万。”

拼酒越凶越好。在快手上有不少主
播鼓吹“白酒尽兴，啤酒溜缝”“啤+白，兑
起来”“爱拼才会赢”等，用混酒、多人拼酒
来“吸粉”，还有主播以“喝酒挑战”为噱头
涨粉：专挑号称特别醉人的酒，一口气连
续喝完好几瓶。

部分观众为了证实主播喝真酒、真喝
醉、喝吐，还会要求主播“点火验酒”或“截
图分析”，如果发现有假，他们会谩骂甚至
投诉主播。记者梳理快手平台某“问题喝
播”账号下的6000多条评论，其中大半是
怂恿劝酒的留言。

假酒劣酒不少。不少主播会在视频
中不断吹捧某款酒，他们将视频链接到微
店、淘宝店，还会在直播评论区发布“买酒
加微信”提示，为卖酒引流。但记者发现，
这些酒质量风险很大。

有3.8万粉丝的主播“鑫宇酒先生”发
布的每条短视频里都喝同一款“茶缸酒”，
视频中有酒包装特写，账号链接到快手小
店。辽宁新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显
示，出产该酒的沈阳市郑家坊酿酒厂从
2017 年至今，连续多年因“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生产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遭行政处罚。该厂部分酒产品还曾被
检查确定为不合格产品。

“喝喝喝”的背后谁在“呵
呵呵”？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高
级研究员臧雷等专家表示，“问题喝播”冒
头活跃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

——格调低但点击高。记者发现，快
手平台“问题喝播”账号粉丝少则数万，多

则数十万。西瓜视频上“喝播”视频单个
播放量甚至达到20多万。

从事直播行业近10年的李珊如今在天
津运营一家 MCN 企业，她认为，“问题喝
播”审丑满足了部分观看者的恶趣味，事实
上吸引了大量用户点击、打赏。部分主播看
中该领域门槛低的特点，不惜试探甚至突破
法律底线，只为快速“吸粉”“养肥”账号。

——伤身体但能赚钱。一位快手平
台主播坦言，为了“吸粉”需要高频更新，
自己的确越来越觉得身体“吃不消”，这么
拼是因为“问题喝播”赚钱多。

一位视频UP主告诉记者，在他的“喝
播”中植入酒广告为3000元一条，专题则
为 5000 元一条。业内人士透露，有短视
频平台上，粉丝量过万的主播，一场三四
个小时的“喝播”平均打赏收入约为 1000
元至3000元，如果接受粉丝的指定挑战，
打赏金额可能更高。此外，在“喝播”类直
播中带货可分到销售额的10%至15%。

——管理乱且利益大。此前，国家网
信办和多地监管部门都曾对“吃播”类内
容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一些头部短视
频、直播平台也承诺对此类违规内容“进
行严肃处理，或给予删除作品、关停直播、
封禁账号等处罚”。但记者发现，各平台
实际管理力度并不一样。业内人士透露，
一些头部短视频平台处理“过线内容”反
应更快，但另一些大型平台则要求“有一
定数量的用户举报才会进行处置”。

某知名网络视频平台工作人员坦言，
此类“问题喝播”已存在一段时间，平台作
为其利益共同体，在内容不直接明显违法
的情况下，往往选择默许。“毕竟流量是平
台的‘命根子’，只要不被监管部门‘抓现
行’，对能带来规模流量的内容，部分平台
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有平台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实时直
播的监管确实仍有难度，直播间巡视、扫
描，包括 AI 技术鉴定仍有漏洞。“比如说
有些主播会聊很久的天，然后再猛喝一会

儿，就会增加我们发现的难度。”

压实平台责任 斩断利益链
条 提升监管技术

一段时间以来，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
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违法违规现象有所
减少。去年 9 月，继国家网信部门出手
后，广东、河北等多地立法机关向存在假
吃、催吐等行为的“网络吃播”现象出手，
效果明显。专家认为，这些经验对治理

“问题喝播”很有帮助。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常务

副院长姚泽金认为，“吃播”“喝播”中出现
的问题，表明平台监管责任仍未压实，需进
一步强化。面对低俗甚至违规违法的内
容，互联网平台不是简单标注“切勿酗酒”

“未成年人禁止饮酒”等提示就能“甩手免
责”，如因逐利冲动而不能及时处置相关内
容而引发问题，平台应承担起责任。

业内人士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公
众监督作用，鼓励用户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投
诉举报，同时督促平台企业优化现有投诉举
报入口，设立更加便捷完善的举报渠道。

臧雷建议，对用户反映比较强烈、新
闻报道比较突出的行业问题，监管机构也
应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可以专项行动的形
式进行专项监管。另外，监管部门还应出
台政策引导鼓励督促相关平台企业在内
容甄别技术领域的投入，切实推进技术甄
别的效能，堵上相关漏洞。

姚泽金建议，平台可建立主播信用机
制，打破网络视频领域长期存在“黑红也
是红”“负能量也是能量”等乱象，斩断靠
低俗审丑捞金成名的利益链条，导正直播
内容生产、传播中的价值扭曲。

臧雷还提醒，虽然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平台和主播不构成劳动关系，但如因“喝
播”导致主播身体损伤甚至死亡，主播和
平台之间如就健康问题有约定，平台应承
担违约责任。新华社记者 白佳丽 陈冬书

“问题喝播”治理“断根难”调查：

“喝喝喝”的背后，谁在“呵呵呵”？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7 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化医改，增强职工基
本医保互助共济保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
用纳入医保报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惠及十多亿人的基本医保网。近年来，
新一轮医改将涉及众多患者的高血压、糖
尿病等门诊慢特病纳入医保报销，这对减
轻群众就医负担、缓解看病贵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会议提出逐
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门
诊慢特病和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
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从 50%起步，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逐步
提高保障水平。

此外，会议明确将改进个人账户计入
办法。在职职工个人缴费仍计入本人个人
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
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入

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实施此项改革当
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右。

在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的同时，会议
提出要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允许家庭成
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
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
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国家医保局表示，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大改革，通

过调整基金结构放大保障效能，补齐门诊
保障短板，让更多职工受益。并要同步推
进建立普通门诊统筹和改革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两项工作，统筹联动、平稳过渡，确保
群众受益。

专家表示，健全门诊共济保障将进一
步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将推
动个人就医行为的改变，持续激励基层提
升慢特病治疗和健康管理的水平，更好地
保障人民健康。 记者 彭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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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保报销

新华社 发 王鹏 作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北京市塑料污染治
理工作详解，规定北京建成区范围内外
卖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建成区、景
区景点堂食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餐具。

据悉，工作详解按照餐饮业、批发零
售业、会展业等重点行业区分，对其塑料
制品禁止或限制使用进行规范。其中，
超薄塑料购物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一次性塑料棉签均禁止生产和销售，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禁止或限制使
用。

在餐饮业，除外卖、堂食使用塑料袋
外，工作详解还要求全市餐饮业禁止使
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咖啡搅拌棒，自
2021 年 7 月 1 日施行。在批发零售业，
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
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在会展业，明
确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记者 陈旭 阳娜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田国民 8 日说，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目前基本形成目标清
晰，政策配套，标准完善，管理到位的推
进体系，到2022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
建筑面积占比将达到70%。

记者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8 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上海中心大厦、杭州市未来科技城
第一小学等 61 个建筑获得“2020 年度
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涵盖住宅、办公、
医院、学校、商业综合体、展览馆、机场等
主要建筑类型，以及新建建筑和既有建
筑改造项目。

据介绍，获奖项目均为取得绿色建
筑标识且竣工验收一年以上的工程项
目，在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
源节约、环境宜居等方面技术体系具有
突出创新性，关键技术达到行业领先。

田国民说，创新是引领绿色建筑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开展绿色建筑创
新奖评选，有利于鼓励绿色建筑技术和
管理创新，推动绿色建筑精细化设计和
高水平运营，也有利于提升绿色建筑能
源资源节约水平，为建筑领域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他说，我国将推动绿色建筑立法，引
导江苏、浙江、宁夏、河北、辽宁、内蒙古、
广东等 7 省（区）颁布地方绿色建筑条
例，推动山东、江西、青海等省颁布绿色
建筑政府规章，为绿色建筑工作提供法
律支撑。 记者 王优玲

北京外卖禁用
不可降解塑料袋

明年我国城镇新建建筑中

七成将为绿色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