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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网络环境下ꎬ谣言的传播数量激增ꎬ传播范围不断扩大ꎬ使其社会危害

性日益凸显ꎮ 网络谣言因其传播的特殊性ꎬ使其与一般谣言具有一定的不同ꎬ但其概念

内涵仍一致ꎬ谣言是指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的ꎬ虚构事实的信息ꎮ 谣言的本质在于其

虚假性ꎬ而非“未经证实”性ꎬ即谣言必须是虚假不真实、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ꎮ 因网络

信息的发布缺乏事前审查机制ꎬ谣言信息内容易于获取ꎬ且造谣者身份不易查实ꎬ这使

得网络谣言的治理目标在于及时切断谣言的传播途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建立网络谣言治理的长效机制ꎮ
〔关键词〕网络谣言ꎻ界定ꎻ网络平台ꎻ法律规制

在网络环境下ꎬ谣言的传播及社会危害不断扩大ꎬ究其原因ꎬ可归结为社会

因素和经济因素两方面的原因ꎮ 就社会因素而言ꎬ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情

导致网民对谣言偏听偏信ꎬ进而导致谣言的泛滥ꎮ 就经济因素而言ꎬ部分网民和

网络平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ꎬ同样导致了网络谣言的泛滥传播ꎮ 同时ꎬ网络信息

传播高速便捷ꎬ高关注度信息可在较短时间内产生较大影响力ꎬ互联网信息传播

的这一内在特性也成为谣言广泛传播的客观推力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我国网络实

名制相关规定未得以全面有效实施ꎬ使得造谣者的身份难以查实ꎬ加之网络谣言

内容随时可以查询、网络平台对信息的发布缺乏事前审查机制ꎬ这些特点导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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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谣言引发的危害性日趋增大ꎮ
要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规制和监管ꎬ则首先必须确认谣言的基本内涵和本

质特性ꎬ借此才能为法律监管提供清晰明确的对象客体ꎮ

一、谣言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的虚构事实的信息

(一)谣言的本质在于其虚假性ꎬ而非“未经证实”性
谣言是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现象ꎮ 对于谣言的概念的界定ꎬ本文认为核心在

于明确谣言是否有真假之分ꎬ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ꎮ 多数学者在对谣言进

行定义时ꎬ均强调谣言具有“未经证实”的属性ꎬ而对于谣言的真假并未在定义

中作出判断ꎮ 学者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和 Ｍｏｕｌｙ 认为ꎬ谣言是一种真实性未经传播者本人

证实或相关证据证明的信息ꎮ〔１〕学者 Ｋａｐｆｅｒｅｒ 认为ꎬ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

的未经官方正式公开或已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ꎮ〔２〕 国内学者王国华认为ꎬ从概

念涵盖范畴看ꎬ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和 Ｍｏｕｌｙ 的定义更为有效ꎬ因为社会中存在的谣言形

式有多种ꎬ有些信息即使官方没有公开或辟谣也可能是谣言ꎻ而谣言并非都是虚

假或捏造的ꎬ也可能有一定事实依据ꎮ 谣言可定义为一种真实性未经相关主体

证实但得到广泛传播的有特定指向的信息ꎬ而网络谣言是从载体角度限定“谣
言”这一概念ꎬ可定义为在网上生成或发布并传播的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ꎮ〔３〕 同

时有观点明确指出ꎬ因为谣言是未经证实的消息ꎬ所以可真可假ꎮ〔４〕 与此同时ꎬ
也有少数学者从谣言是否存在事实根据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界定ꎬ国内学者张雷

认为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ꎮ〔５〕

本文认为ꎬ谣言必须是虚假不真实、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ꎮ 对于多数学者指

出的谣言具有未经证实的特性ꎬ本文认为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ꎬ但从谣言的本质

特性角度分析ꎬ这一认定并不准确ꎮ
首先ꎬ从词源角度分析ꎬ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ꎬ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

的消息ꎮ 因此ꎬ“缺乏事实根据”是构成谣言的最为核心的要素ꎬ即只有虚假、不
真实的消息才可能被认定为谣言ꎮ “未经证实”与“缺乏事实根据”无法等同理解ꎮ

其次ꎬ“缺乏事实根据”这一要素也可以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得到印证ꎮ 我国

«刑法»第 ２９１ 条第 ２ 款规定:“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

体等物质ꎬ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ꎬ或者明知是编造

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ꎬ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ꎻ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２５ 条

第 １ 项也明确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ꎬ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ꎻ情节较轻的ꎬ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

谣言ꎬ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ꎮ”
对上述法律规定的分析可知ꎬ谣言具有真假之分ꎬ即谣言应具有虚假、不真

实的属性ꎮ 我国«刑法»第 ２９１ 条的用语是“编造的恐怖信息”ꎮ 既然是“编造”ꎬ
那么“编造”的结果就不可能是真实信息ꎬ而只能是虚假信息ꎮ 同时«治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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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法»第 ２５ 条的用语为“散布谣言ꎬ谎报险情”ꎮ “散布”一词带有贬义ꎬ往往

修饰不真实的信息ꎬ而“谎报”一词修饰的只能是不真实信息ꎮ 因此ꎬ谣言必须

明确界定为缺乏事实根据的虚假信息ꎬ并不包含真实信息ꎬ或未经证实的信息ꎮ
再次ꎬ明确认定谣言“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一要素ꎬ有助于管理者在网络谣

言治理过程中准确区分谣言和非谣言ꎬ可据此适用正确的法律规定对谣言进行

有效监管ꎮ “依据客观充分证据事实ꎬ适用正确的法律依据”ꎬ这是管理者监管

网络谣言应遵循的基本原理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有很多散布信息的行为具有严重

的危害性ꎬ应受法律制裁ꎬ但如果被散布的信息不具有虚假性ꎬ就不属于谣言ꎬ则
无法适用规制谣言的相关法律进行监管ꎮ 例如ꎬ尽管披露他人隐私的行为对他

人的民事权益会造成一定损害ꎬ但隐私并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信息ꎬ因此披露他

人隐私的行为不属于传播谣言行为ꎮ 再如ꎬ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极具社会危害

性ꎬ但国家秘密同样是真实的信息并非谣言ꎬ泄露国家秘密这一行为应当适用我

国刑法对此相关的法律规定ꎬ〔６〕 不能适用有关谣言规制的法律规定ꎬ否则即产

生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ꎮ 同时ꎬ在现实生活中ꎬ也有人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ꎬ这
种行为也极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ꎬ但这并不表示在该消息被证实或证

伪之前ꎬ可以直接适用有关规制谣言的法律规定ꎮ 法律的适用必须以充分客观

的事实作为前提和依据ꎬ未经证实的消息即是一种典型的事实模糊或不清ꎬ如果

管理者仅以此为依据即对传播者予以规制或处罚ꎬ并不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ꎮ
因此ꎬ正确合理地界定谣言ꎬ关键在于把握谣言的本质特性ꎬ即谣言具有虚

假性ꎬ缺乏事实根据ꎬ而非“未经证实”的特征ꎮ
(二)谣言必须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的不实信息

界定谣言的定义和内涵ꎬ明确谣言“缺乏事实根据”的本质特性至关重要ꎬ
但同时仍需明确一个重要的问题ꎬ即是否需要对其传播的范围予以厘清ꎮ 在谣

言的众多定义中ꎬ大多定义并没有涉及谣言的传播范围ꎬ即是否需在不特定公众

之间传播这一问题ꎮ 对此美国学者彼得森和吉斯特认为ꎬ谣言是“在人们之间

私下流传的ꎬ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ꎮ” 〔７〕

国内部分学者对此问题也持开放态度ꎮ〔８〕 根据这些观点可知ꎬ不真实的信息即

使没有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仍然可能构成谣言ꎮ
本文认为ꎬ从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ꎬ只有在公众间传播的不实信息ꎬ才可能

对他人合法民事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ꎬ如果不实信息仅在家庭成员

或特定的熟人朋友间传播ꎬ因传播范围有限ꎬ很难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民事权

益造成损害ꎮ 因此ꎬ谣言必须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的不实信息ꎮ 谣言的产

生须经历造谣和传谣这两个阶段ꎮ 所谓造谣ꎬ即发布不实信息ꎮ 但只有不实信

息被发布而无不实信息的传播ꎬ是不足以导致谣言的产生的ꎮ 不实信息发布之

后ꎬ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的才被称为谣言ꎮ
谣言定义中“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这一要素ꎬ有助于在网络谣言治理过

程中区分造谣者和传谣者ꎮ 造谣者是首先发布不实信息ꎬ并希望该信息在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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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众之间传播的人ꎮ 传谣者是获取造谣者发布的谣言之后蓄意传播ꎬ意图导

致该不实信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的人ꎮ 无论是造谣者还是传谣者ꎬ均须具

备意图使该不实信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这一主观要素ꎮ 因此ꎬ很多被认为

是造谣者、传谣者的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造谣者和传谣者ꎮ 例如ꎬ甲编造了一则

不实信息ꎬ将该信息告诉了乙ꎬ并要求乙保密ꎮ 此时ꎬ该不实信息仅为甲、乙两人

知悉ꎮ 且甲要求乙保密ꎬ并不希望该不实信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ꎮ 尽管甲

编造了不实信息ꎬ但甲并非造谣者ꎮ 如果乙在网络中发布了甲编造的不实信息ꎬ
并导致该信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ꎮ 此时ꎬ乙在主观上希望该信息在不特定

公众之间传播ꎬ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谣者ꎮ
根据本节分析可知ꎬ谣言必须是不真实的信息ꎬ应属于对客观事实的虚构ꎬ

且必须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ꎮ 据此ꎬ谣言的定义是:在不特定公众之间传播

的、虚构事实的信息ꎮ

二、网络谣言特性使规制重点立足于控制其传播

网络谣言的本质虽然同于传统谣言ꎬ但是网络谣言在传播中出现较为明显

的特殊性ꎬ这一特殊性决定了网络谣言的具体治理方式应区别于一般谣言ꎮ 因

此ꎬ传统谣言的治理重点和治理方式可能无法适用于网络谣言ꎮ 网络谣言的治

理应根据其传播特殊性另辟蹊径ꎮ
(一)网络谣言造谣者身份不易查实

在传统环境下ꎬ谣言无非是口口相传或通过传统媒介进行传播ꎮ 造谣的同

时ꎬ造谣者的身份信息不可避免地被披露ꎮ 此外ꎬ传统媒介往往实行“编辑责任

制度”ꎬ〔９〕这一审查机制确保了媒介中传播信息的真实性ꎮ 即使编辑审查不力

导致谣言得以传播ꎬ造谣者的身份也很容易通过投稿人等信息进行查实ꎮ 因此ꎬ
在传统环境下ꎬ谣言传播的同时ꎬ造谣者的身份信息往往可以查实ꎮ

但网络显然不同于传统环境ꎮ 所谓 “在互联网上ꎬ没人知道你是一条

狗”ꎬ〔１０〕这表明网络用户能够在不透露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发布信息ꎮ 易言之ꎬ在
网络环境下ꎬ随着谣言的发布和传播ꎬ造谣者的身份信息一般不会随之披露ꎮ 这

种信息发布者身份的虚拟性ꎬ使得造谣者的身份一般无法查实ꎮ
(二)网络谣言内容易于获取

在传统环境下ꎬ谣言无论是口口相传还是通过传统媒介进行传播ꎬ谣言内容

都无法被随时查询ꎮ 如果谣言被口口相传ꎬ那么谣言传播的范围很有可能被限

定在特定的社交圈子ꎬ并不可能无限制的被传播ꎮ 正因为这种情况下谣言传播

范围较小ꎬ因此谣言持续的时间并不可能太长ꎮ 除非造谣者持续不断地造谣ꎬ否
则谣言的传播会因为被证伪而终止ꎮ 一旦谣言的传播被终止ꎬ谣言内容即无法

随时查询ꎮ
但通过网络传播的谣言随时可以被获取ꎬ网络传播谣言的这一特点是由两

方面的因素决定的ꎮ 第一ꎬ网络信息可以零成本地反复转发ꎬ并通过转发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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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服务器上ꎬ几乎可以为任一时间、地点的网络用户获取ꎮ 第二ꎬ网络信息可

以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检索ꎬ即使个别服务器上的信息被删除ꎬ其他服务器上的信

息依然会继续存在ꎬ仍然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检索ꎮ
(三)网络信息的发布缺乏事前审查机制

在互联网信息发布服务产生之前ꎬ信息的公开发布一般只能通过报纸、杂
志、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ꎮ 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主体一般为媒体本身ꎬ其
既是信息的传播者ꎬ也是信息的发布者ꎮ 因此ꎬ传统媒介在传播信息时ꎬ往往需

要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ꎮ 对此ꎬ我国法律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ꎮ 就期刊

而言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 ２４ 条规定:“期刊出版

实行编辑责任制度ꎬ保障期刊刊载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ꎮ”就报纸而

言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 ２４ 条同样规定:“报纸出

版实行编辑责任制度ꎬ保障报纸刊载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ꎮ”就广播

电视节目而言ꎬ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 ３３ 条规定:
“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ꎬ应当依照本条例第 ３２ 条的

规定进行播前审查ꎬ重播重审ꎮ” 〔１１〕 上述“编辑负责制”、“播前审查ꎬ重播重审”
制度ꎬ即要求传统媒体对其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ꎮ 传统媒体具有较大

的社会影响力ꎬ需要对自己发布的信息负责ꎬ如果其发布并传播不实信息造成了

社会危害后果ꎬ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ꎬ甚至会丧失新闻业务的经营资质ꎮ 因

此ꎬ传统媒体极少会刻意编造、发布谣言ꎬ而且会对其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查ꎬ
防止投稿人发布谣言ꎮ

但正如上文所述ꎬ网络环境下造谣者的身份难以查实ꎮ 正因为造谣者的身

份难以查实ꎬ所以作为传播主体的网络平台难以对网络用户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进行审查ꎮ 目前ꎬ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中信息审查机制的缺乏ꎬ也是导致

网络谣言广泛传播的原因ꎮ
据上分析ꎬ网络传播谣言的特点在于造谣者的身份难以查实、谣言内容随时

可以获取、信息真实性审查机制的缺乏ꎮ 这些特点使得网络传播谣言的后果有

别于传统媒介ꎬ决定了网络传播谣言的数量、传播范围区别于一般谣言ꎮ 传统谣

言的治理过程中ꎬ可以从谣言的源头着手遏制谣言的传播ꎬ但在网络环境下ꎬ网
络谣言的规制方式有别于一般谣言ꎮ 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ꎬ可能难以通过对网

络用户进行法律制裁ꎬ在源头上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ꎮ 为及时遏制谣言的传播ꎬ
就必须切断谣言的传播途径ꎮ 易言之ꎬ必须及时终断谣言在某一平台的传播ꎮ

三、网络谣言规制从传播平台入手ꎬ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一)网络谣言的治理必须从网络传播平台入手

要从网络平台入手治理网络谣言ꎬ最为有效的方式在于行政而非司法ꎮ 其

规制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ꎬ较之于司法手段ꎬ谣言的行政监管强调网络平台对谣言的审查义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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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网络平台是否知道用户发布、传播了谣言都应承担法律责任ꎮ 此外ꎬ尽管司

法手段在部分情况下能够追究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ꎬ但司法具有被动、事后救济

的特点ꎬ不利于及时落实网络平台的责任以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ꎮ 网络谣言治

理的首要目标不在于追究网络平台的责任ꎬ而在于迅速切断谣言的传播途径ꎮ
行政权主动性、强制性和单方性的特点ꎬ使其对网络平台法律责任的追究更为快

捷、有效ꎮ 这一优势有助于迅速追究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ꎬ从而在传播途径上遏

制网络谣言的传播ꎮ
其次ꎬ网络谣言治理的重要目标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ꎮ 如果

利用司法手段规制网络谣言ꎬ同样需要证明网络平台对谣言的发布、传播具有过

错ꎮ 网络平台往往会以不知道谣言的发布和传播来推卸责任ꎬ因此利用司法手

段同样无法追究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ꎮ 但如果利用行政手段来规制网络谣言ꎬ
根据网络平台对谣言的审查义务ꎬ只要有证据证明平台未履行法定审查义务ꎬ即
应该承担法律责任ꎮ 因此ꎬ网络平台对谣言的审查义务ꎬ有助于追究平台的法律

责任ꎮ
再次ꎬ行政手段的优势还在于其具有主动性ꎬ即行政机关须积极主动地介入

对社会事务的管理ꎮ 这是因为行政职能的基本价值准则是秩序和效率ꎮ 国家法

律之所以设定行政权并赋予各级政府等行政部门以行政职能ꎬ目的就在于对经

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社会事务实施及时、高效的管理ꎬ否则ꎬ社会秩序就

有可能出现紊乱ꎮ〔１２〕

(二)治理网络谣言必须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１. 积极推行网络实名制

在我国造成网络谣言治理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ꎬ大量的匿名网民肆意发布、
传播网络谣言ꎬ但在归责过程中却难以查实其身份ꎮ 实名认证制度的实施有助

于查实网络谣言的发布者和传播者ꎮ〔１３〕虽然这一制度无法在短期内有效遏制网

络谣言的传播ꎬ但对谣言的发布和传播者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ꎬ有助于实现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的治理目标ꎮ
当前ꎬ推行网络实名制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实施依据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４ 日颁布了«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ꎬ该«互联网用户

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第 ５ 条明确指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

名、前台自愿”的原则ꎬ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

册账号ꎮ 在具体实施中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要求互联网企业应当落实管

理主体责任ꎬ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ꎬ对互联网用户提交的账号名

称、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进行审核ꎮ 因此ꎬ如果上述规定能够得以积极推行ꎬ
将有助于压缩网络不实信息的传播途径、减少不实信息的数量ꎬ减少网络平台审

查不实信息的工作量ꎬ进而提升网络平台审查不实信息的能力ꎬ有利于实现建立

网络谣言治理长效机制的治理目标ꎮ
２. 网络平台应建立有效的谣言信息处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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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法规明确规定网络平台应当对谣言信息进行审查ꎬ并及时作出处

理ꎮ 但是就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建立何种机制履行审查义务并未作出规定ꎮ
而信息真实性审查义务需企业建立专业的信息处理机构来具体贯彻、落实ꎮ 目

前ꎬ较多网络平台的信息发布服务业务增长速度显著ꎬ但信息处理机构的建设未

能同步ꎮ 这导致网络平台对不实信息的处理能力减弱ꎬ无法有效落实不实信息

审查义务ꎮ
网络平台信息处理机构作用在于及时对网络不实信息进行审查ꎬ机构的规

模应与信息发布服务业务的发展情况相适应ꎮ 网络平台信息处理机构的建设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ꎬ人员数量建设ꎬ专职信息处理人员的总量应与信息发布

的总量相匹配ꎬ信息处理机构应及时、准确地处理不实信息ꎻ第二ꎬ专业技能培

养ꎬ信息处理机构应配备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人员ꎬ能运用科学、高
效的手段及时处理不实信息ꎮ

对此ꎬ北京市在微博客管理过程中ꎬ作出了较为合理的监管规定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北京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第 ７ 条第 ２ 项规

定:“开展微博客服务的网站ꎬ根据微博客用户数量和信息量ꎬ确定负责信息安

全的机构ꎬ配备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ꎮ”
这一规定应在今后的修法过程进行推广ꎬ包括微博客在内的所有信息平台

都应根据业务发展情况ꎬ建立相应规模的信息处理机构ꎮ 相关立法应当对网络

平台信息处理机构的规模、信息处理能力作出明确的规定ꎮ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应当根据规定对网络平台信息处理机构的建设情况进行检查ꎬ要求企业建立与

业务发展能力匹配的信息处理机构ꎬ监督企业有效落实信息审查义务ꎮ
３. 根据信息属性ꎬ重点监管时政类谣言信息

网络谣言具有不实性ꎬ因其具体内容不同ꎬ可能会对公众个人、社会公共利

益造成不同的影响和危害ꎬ因此ꎬ不同的网络谣言信息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存有差

异ꎮ 结合实践分析ꎬ涉及时政类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较一般谣言更大ꎮ 因此

对时政类信息应重点监管ꎮ 在明确区分时政类信息和非时政类信息的基础上ꎬ
按照时政类信息的重要性ꎬ将其分为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时政类信息和一般时

政类信息ꎮ 当然ꎬ何种信息属于时政类信息ꎬ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时政类信息和

一般时政类信息如何区分ꎬ可以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出台技术规范予以规定ꎮ
就一般时政类信息而言ꎬ应建立预警机制ꎮ 除要求网络用户发布的一般时

政类信息应标注转载来源ꎬ网络平台还应建立预警机制ꎬ根据信息的传播范围进

行监管ꎮ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出台技术类规范ꎬ规定跟帖数、点击量达到一定

次数的信息ꎬ应对其是否属于谣言进行判断ꎬ并立即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ꎮ
如果网络平台能够自行确定该信息属于谣言ꎬ应立即删除ꎮ 如果网络平台无法

确定该信息是否属于谣言ꎬ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该信息为谣言并通知网络

平台立即删除的ꎬ也应立即删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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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根据信息发布者的网络影响力ꎬ确立对不同信息发布者的管理规则

不同信息发布者所发布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均存有差异ꎮ 在网络平台具

有较高影响力的信息发布者发布的信息ꎬ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上必然大于一

般的信息发布者ꎮ 据此ꎬ如果该类信息发布者发布的信息属于网络谣言ꎬ其所造

成的危害性必然更大ꎮ 因此ꎬ有必要根据信息发布者的影响力对不同的信息发

布者区分管理ꎮ
５. 建立并完善谣言处理配套机制

除上述审查机制外ꎬ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要求网络平台建立谣言处理的配

套机制ꎮ 因此ꎬ应当要求网络平台常设监管人员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接ꎻ网络

平台制定规则对造谣者实施处罚ꎻ建立“谣言 ＤＮＡ 指纹数据库”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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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３８(５)ꎬｐｐ. ３３９ － ３４６.
〔２〕让若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ꎬ郑若麟译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１５ 页ꎮ
〔３〕王国华、方付建、陈强:«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ꎬ«北京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４〕王瑞园在其«网络谣言的刑法分析及其立法完善»文中指出ꎬ因为谣言是未经证实的消息ꎬ所以

可真可假ꎬ即认为谣言既可以是真实的信息ꎬ也可以是虚假的信息ꎮ
〔５〕张雷:«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ꎬ«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ꎮ
〔６〕我国«刑法»第 ３９８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ꎬ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

家秘密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ꎬ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ꎮ

〔７〕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Ｗ. ꎬＧｉｓｔ Ｎ. ꎬＲ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５１ꎬ５７ꎬｐｐ. １５９ －１６７.
〔８〕传播学学者胡钰在其«大众传播效果:问题与对策»一书中指出ꎬ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

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ꎮ
〔９〕例如«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 ２４ 条规定:“期刊出版实行编辑责任制度ꎬ保障期刊刊载内容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ꎮ”
〔１０〕“在互联网上ꎬ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 ｎｏｂｏｄｙ ｋｎｏｗｓ ｙｏｕ'ｒｅ ａ ｄｏｇ)是一句互联网

上的常用语ꎬ因为作为«纽约客»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５ 日刊登的一则由彼得施泰纳(Ｐｅｔｅｒ Ｓｔｅｉｎｅｒ)创作的漫画

的标题而变得流行ꎮ
〔１１〕«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 ３２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ꎬ增加国产

优秀节目数量ꎬ禁止制作、播放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一)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ꎻ(二)危

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ꎻ(三)煽动民族分裂ꎬ破坏民族团结的ꎻ(四)泄露国家秘密的ꎻ(五)诽谤、侮
辱他人的ꎻ(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ꎻ(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ꎮ”

〔１２〕刘学在、胡振玲:«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ꎬ«湖北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１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ꎬ对账号实名制

进行了相应的规定ꎬ但是实践操作中仍存在大量漏洞ꎬ网络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规避实名制要求ꎬ发布

网络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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