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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暂停键，花花绿绿的广告画

面马上占据了屏幕；一条广告上有

上下左右好几个关闭按钮，一不留神

就陷入下个链接；点击应用着急要

改文档，却突然打开了购物软件……

弹窗广告“霸屏”、关不掉，“摇一

摇”随意跳转等现象，让人不胜烦扰。

专家表示，这类过度推荐、无法

关闭的弹窗广告行为违规违法，严重

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多方建议，

应加强对弹窗广告的监管，压实推送

平台审查责任。

“霸屏”“摇一摇”跳转等违规弹窗频现
互联网弹窗广告是指打开网页、

软件、手机App 等的时候自动弹出

的广告。

近年来，我国对弹窗广告进行过

多次治理，并颁布了《互联网弹窗信

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

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等，使

弹窗广告治理有规可依。多位受访者

对记者说，一些规模较大的浏览器和

网络应用设置了明显的弹窗广告关

闭标识，有的应用还提前几秒对即将

出现的广告进行预告，用户可提前知

晓、提前关闭。

然而，弹窗广告乱象在互联网中

仍较为广泛地存在，让用户不堪其扰。

——“不好关”，标识按钮“躲

猫猫”。来自天津的张女士购买了某

视频播放平台的会员，在观看一档综

艺节目时想关闭广告，但关闭按钮过

小，导致她误触广告，跳转到了购物

软件。另有受访者向记者讲述，部分

App 的弹窗广告关闭按钮会满屏移

动，用户需要跟随它的移动方向，多

次点击才能关闭。

——“关不掉”，反复关闭反复弹

出。常年从事视频剪辑工作的陈女士

对于弹窗广告的侵扰不胜其烦，她说：

“在视频剪辑软件中播放视频素材时，

一遇到弹窗，就会自动停止播放，我就

要关了弹窗再重新点击播放。”

弹窗广告会在电脑屏幕左下角

和右下角交替出现，有时甚至同时出

现。记者统计发现，在不到 5 个半小

时的时间里，弹窗广告出现的频率超

过 20 次，如果不手动关闭，每个广告

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摇一摇”、误触等造成恶

意跳转。山西太原市民孙女士说，打

开一些应用时，页面经常会自动跳转

到游戏应用的下载页面，并进行自动

下载。仔细查看发现，开屏页面中间

写了“摇一摇有惊喜”。她感到不解，

“拿着手机难免有晃动，难道所有的

晃动都算摇一摇？”

很多网友留言说，这种“摇一摇”

跳转广告的情况越来越多，急着编辑

文件却要等着打开其他应用，急着打

车，一不小心就在下载应用，广告商

明显是在钻空子。

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创始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

为，弹窗广告往往按照用户点击、广

告暴露时间或用户进一步操作的频

次进行收费，所以会不断出现诱导点

击、恶意跳转等乱象，上述行为存在

明显的违规之处，应予以坚决打击。

弹窗广告治理为何这么难？
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超 10 亿，

弹窗广告影响到每一个网民的上网

体验。多方表示，弹窗广告违法违规

成本低、对它的执法又缺乏明确标

准，这些都给治理带来了困难。

——弹窗广告违法违规成本低，

而收益很高，这是乱象屡禁不止的重

要原因。

记者在网上咨询了一家互联网公

司，这家公司可以办理游戏行业的弹窗

广告推送。公司一名业务员说，如想在

一些浏览器推送广告，需预充值6000

元至2万元不等的费用，如想做开屏广

告，即使是小广告位，每天的广告费也

至少需要8万元，多则需要180万元。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说，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对于目前常见的弹窗广告违法

现象，处罚金额往往在 3 万元以下，

与广告盈利相比较，罚款不值一提，

很难起到惩罚和震慑效果。

——弹窗广告的执法尚缺乏具

体标准，不利于精准执法。

在某浏览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的

一名李姓工程师说，从技术层面来讲，

弹窗广告违规违法行为的线索发现和

证据保存需要耗费一定成本，但对其进

行监管并非不可能。他建议可以定时给

网站跑一些设定好的脚本，对浏览器层

面进行程序检测，检查弹窗是否有明显

的关闭按钮、弹出频率是否过高。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监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针对弹窗广告

治理的相关细则标准还较为笼统，“过

度推荐”“科学规划频次”“标明”等表述

缺乏判断标准，影响了指导性。此外，平

台的主体责任并未被压实，弹窗广告违

规违法行为多而杂，增加了监管难度。

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 加大监管力度
弹窗广告乱象引起了我国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2022 年 12 月，中

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整治”专项行

动，全面整治各类应用程序弹窗多且

难屏蔽的问题。重点整治弹窗页面设

置虚假关闭、跳转按钮，利用引人误

解的内容欺骗、误导、诱导用户点击

或自行跳转至其他链接。2021 年，

工信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互联网专

项整治，整治内容也包括对应用软件

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等问题。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

定》还明确提出，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

服务提供者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

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关于弹

窗信息推送服务的公众投诉举报。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说，多轮有力治理下，弹

窗广告乱象得到了很大程度遏制。未

来，可进一步通过精细的制度规则、

严密的管控机制、广泛的公共参与、

理性的行业自律等多维施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院长、广告法专家刘双舟建议，进一

步明确相关执法机关的具体职责，避

免出现管辖不明和职能重叠问题，同

时提高违规弹窗广告的违规成本。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监管

处相关负责人建议，应更加压实各方

责任，明确相关标准，强化企业自我审

查职责，促成行业自律的养成，完善信

息筛选、编辑、推送等工作流程。

最后，还应动员行业协会、消费

者等社会力量共同治理乱象。刘德良

建议，可发挥社会力量，建立更加广

泛的反馈渠道。同时鼓励网民关注用

户服务协议，合理维权。 （据新华社）

广告缝里看内容
关闭按钮

——这样的“弹窗”还要飞多久？

躲猫猫

通 报
根据《宝鸡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综合考核奖惩办法（修订版）》

规定，现将 2023 年 2 月份市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综合考核结果予
以公布，请社会各界监督。

宝鸡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3 月 16 日

宝鸡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综合考核评分表(2 月份)

注：1.B、C类考核对象（市人防办、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供销
社等）应处置数字化城管案件少于10条不计入排名。2.蟠龙镇未实行数字化城管暂不计排名。

考核对象类别 考核对象名称
数字化城管

得分
高发问题
加减分

现场考核
得分

媒体曝光
扣分

综合
得分

排名

A类

金台区政府 99.55 93.70 96.63 1

渭滨区政府 99.07 94.16 96.62 2

高新区管委会 97.43 94.85 96.14 3

陈仓区政府 94.67 93.51 94.09 4

B 类

市城管执法局 96.14 96.14 1

市交通局 95.42 95.42 2

市住建局 93.73 93.73 3

市公安局 85.57 85.57 4

C 类

移动宝鸡分公司 97.90 97.90 1

联通宝鸡分公司 97.08 97.08 2

电信宝鸡分公司 95.68 95.68 3

宝鸡供电局 88.17 88.17 4

宝鸡广电网络公司 86.08 86.08 5

D 类

八鱼镇 99.65 96.98 98.32 1

高家镇 100.00 95.40 97.70 2

群众路街道办 100.00 94.74 97.37 3

考核对象类别 考核对象名称
数字化城管

得分
高发问题
加减分

现场考核
得分

媒体曝光
扣分

综合
得分

排名

D类

千河镇 100.00 94.42 97.21 4

中山西路街道办 100.00 94.40 97.20 5

神农镇 100.00 94.28 97.14 6

姜谭路街道办 100.00 94.16 97.08 7

清姜街道办 100.00 94.02 97.01 8

金陵街道办 100.00 93.74 96.87 9

中山东路街道办 99.76 93.92 96.84 10

东风路街道办 99.67 93.88 96.78 11

石鼓镇 100.00 93.52 96.76 12

卧龙寺街道办 99.54 93.72 96.63 13

陈仓镇 99.78 93.18 96.48 14

经二路街道办 99.38 93.56 96.47 15

桥南街道办 98.18 94.68 96.43 16

马营镇 99.56 93.14 96.35 17

西关街道办 99.80 92.86 96.33 18

十里铺街道办 100.00 92.66 96.33 18

东关街道办 97.69 94.66 96.18 20

千渭街道办 76.12 93.92 85.02 21

虢镇街道办 50.15 91.96 71.06 22

蟠龙镇 96.10 

E 类

渭滨区城管大队 99.91 94.15 97.03 1

金台区城管大队 99.90 93.72 96.81 2

陈仓区城管大队 99.84 93.51 96.68 3

高新执法大队 98.22 94.85 96.54 4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 : 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程建兵律师 13992732277

公告
专栏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尊敬的大都荟业主：

承蒙您对宝鸡高新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大都

荟”项目的关心与支持，您购买的大都荟 1#、2#、3#、

4#、8#、9#、17#、18# 住宅已符合交房条件，将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正式交房，交房周期 15 个工作日，请

您带上购房相关资料和业主身份证前往“大都荟”西区

办理，因交房业主较多，为了让您更便捷，请提前致电

0917-3244888 或联系您的置业顾问。

我们真诚地恭祝您，乔迁新居，万事如意!

宝鸡高新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大都荟交房公告
李林科同志，男，身份证号码

61032119******4017，你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至今未在用工单位

上班，经与本人电话联系，一直处

于无法接通状态，也未履行请假

手续。现请你于此通知见报日起

15 日之内前来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责任自负。

宝鸡市资信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2023 年 3月 21 日

* 马 思 岩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30197801130332。

* 宝鸡市金台区鸿锦佳信苗木花卉农民专业合作

社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J7930005074001。

* 赵 竹 芳 丢 失 残 疾 人 证，号 码 为：

61030319421013302942。

* 宝鸡市川霸王饮食有限责任公司丢失公章一枚。

通知 * 仝 宏 强 丢 失 残 疾 人 证，号 码 为：

61032119740816445X43。

* 宝鸡科能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丢失营业执照

副本，号码为：91610301064823217Y。

* 孔晓康丢失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

0065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