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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未成年人沉迷網遊四舉措
●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節
假日每日的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服務，
其他時間一律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遊戲服務。

●在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絡遊戲防沉迷實名驗證系統已建
成運行後，重申嚴格落實網絡遊戲賬號實名註冊要求，
所有網絡遊戲必須接入該系統，所有網絡遊戲用戶必須
使用真實有效身份信息進行遊戲賬號註冊和登錄，網絡
遊戲企業不得以任何形式（含遊客體驗模式）向未實名
註冊和登錄的用戶提供遊戲服務。

●加強對防沉迷措施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針對網絡遊
戲企業提供遊戲服務的時間限制、實名註冊、規範付費
等方面要求的落實情況，出版管理部門將加大檢查頻次
和力度，對未嚴格落實的網絡遊戲企業，依法依規嚴肅
處理。

●積極引導家庭、學校等社會各方面行動起來，切實
承擔監護守護職責，共同營造有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
長的良好環境，形成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工
作合力。

中國嚴限學生打機 平日禁玩
新聞出版署新規 周五六日節假限玩1小時

在新學期開學之際，中國國家

新聞出版署近日下發《關於進一

步嚴格管理 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網絡遊戲的通知》，針對未成

年人過度使用甚至沉迷網絡遊戲

問題，進一步嚴格管理措施，嚴

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遊戲

服務的時間，所有網絡遊戲企業

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

節假日每日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

人提供1小時服務，其他時間均不

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網

絡遊戲服務，堅決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網絡遊戲，切實保護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通知》還要求，嚴格落實網絡遊戲
用戶賬號實名註冊和登錄要求，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實名註冊和登錄的
用戶提供遊戲服務。各級出版管理部門
要加強對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有
關措施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對未嚴格
落實的網絡遊戲企業，依法依規嚴肅處
理。通知並提出，要積極引導家庭、學
校等社會各方面共管共治，依法履行未
成年人監護責任，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營造良好環境。

學生沉迷網遊觸及民心
國家新聞出版署有關負責人8月30日

就《通知》答新華社記者問時表示，近
年來，中國網絡遊戲產業在快速發展的
同時，也出現一些突出問題，特別是未
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問題引起社會廣泛

關切，廣大家長反映強烈。近期，不少
家長反映，一些青少年沉迷網絡遊戲嚴
重影響了正常的學習生活和身心健康，
甚至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使許多家長
苦不堪言，成了民心之痛，希望採取切
實可行措施，嚴格落實實名驗證，進一
步限制、壓縮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遊戲
服務的時段時長。
發言人稱，2019年國家新聞出版署

《關於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
知》已經規定，網絡遊戲企業向未成年
人提供遊戲服務的時長，法定節假日每
日累計不得超過3小時，其他時間每日
累計不得超過1.5小時。對此不少家長反
映該標準仍較寬鬆，建議從嚴壓縮。
發言人說，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保

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關係到廣大人民
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係到培養民族復

興的時代新人。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學
習生活和健康成長需要，此次在新學
期開學之際印發了通知，對網絡遊戲
企業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遊戲服務的
時段時長作出更加嚴格的限定，更好
地引導未成年人積極參與體育鍛煉、
社會實踐以及各種豐富多彩、健康有
益的文娛休閒活動。

籲防止繞過實名認證
發言人特別提到，一些未成年人使用

家長身份信息或購買成年人身份信息繞
過實名認證，突破身份限制，使得時段
時長限制無法發揮作用，成為影響防沉
迷效果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問題的解
決，迫切需要家長加強監護督促，學校
加強教育引導，更好地幫助指導未成年
人了解掌握法律規定，嚴格執行相關要

求。

推動社會合力防沉迷
他指出，網絡遊戲沉迷是一個社會問

題，防沉迷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
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步，國家
新聞出版署將會同教育部、共青團中
央、全國婦聯等部門，組織中小學校開
展專題教育，推動廣大家長、老師、學
生認真學習相關政策法規要求，培養和
提高網絡素養，督促家長加強對孩子遊
戲賬戶的管理，指導未成年人在使用網
絡遊戲時進行真實身份驗證，嚴格執行
未成年人使用網絡遊戲時段時長規定，
形成落實防沉迷要求的社會合力。國家
新聞出版署也將督促網絡遊戲行業加強
與家長、老師、學校的聯動溝通，共同
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中
國進一步收緊未成年人網絡遊戲時間，
分析指政策進一步收緊對騰訊等提供網
絡遊戲服務的企業長遠有影響。消息發
布後，騰訊外圍股價受壓，在美股盤前
跌1.67%。港股方面，大市於期指結算
日表現反覆，收報25,539點，升 131
點。
國家新聞出版署近日下發《關於進一

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
遊戲的通知》，進一步收緊向未成年人
提供遊戲服務的時間，市場關注新規定
對騰訊造成的影響，根據騰訊於8月中
公布第二季度財報顯示，16歲以下玩家
對騰訊在中國遊戲流水的佔比為2.6%，
其中 12歲以下玩家的流水佔比僅為
0.3%。
騰訊 8月 30日收報 465.8 港元，跌

0.1%。不過，國家新聞出版署的「禁打
機令」消息在港股收市後傳出，騰訊於
美股受壓，截至8月30日晚10：45，跌

2.59%；網易跌 4.39%；嗶哩嗶哩跌
2.52%。
勤豐證券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連敬涵

8月3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雖然騰訊旗下遊戲未成年人的佔比不
多，但由於監管政策持續收緊，相信長
期來說影響深遠，對未來遊戲收入及遊
戲廣告收入均有影響，他預期騰訊和其
他手機遊戲股股價將會受壓。

傳國企雲端數據須轉至「國資雲」
此外，中國的《數據安全法》9月1日

生效，8月30日傳出收緊相關的監管。路
透社8月30日引述一份文件指，根據國務
院指示，天津市已經要求由市政府控股的
公司，要將公司數據由阿里巴巴、騰訊等
私營企業的雲平台，轉移至政府運營的
「國資雲」平台上。報道指，「國資雲」
正在建立，準備工作將在8月底完成，即
日起，各企業不得再與阿里巴巴、騰訊、
華為等第三方雲端平台新簽、續簽雲資源

租用合約。
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雲」是中國規

模最大的雲端空間平台，其次是騰訊和
華為。
港股方面，港股8月30日於期指結算

日表現反覆，早段曾跌188點，低見
25,219點；午後逐步收復失地，最高曾
見25,583點，漲176點，惟收市前升幅
收窄，恒指收報25,539點，升131點，
成交額1,365億港元。

不明朗多 後市料難突破26000
對於後市表現，信達國際研究部助理

經理陳樂怡8月3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早前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表示，即使結束量寬亦不代表即時加
息，對市場來說是溫和式收水，未必對
市場造成太大動盪，至於9月要留意美
聯儲的議息會議、全球疫情走勢以及中
國政策對各行業的監管，她預期恒指短
期難以突破26,000點。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出
招限制未成年人打機時間。對此，8月30
日多家網絡遊戲商隨即回應表示，嚴格遵
守，積極予以落實。
騰訊遊戲8月30日回應稱，騰訊從2017年

至今，圍繞未成年人保護，持續進行了各項
新技術、新功能的自發探索與應用。接下
來，基於主管部門的最新要求，騰訊會嚴格

遵守，積極予以落實。旗下《光與夜之戀》宣布自
9月25日起禁止未滿18歲未成年用戶登陸。

打造綠色健康網絡環境
網易遊戲表示，公司過去長期圍繞未成年人

保護積極行動，努力為未成年人打造綠色健康
的網絡環境。接下來，針對國家新聞出版署的
最新通知、要求，網易遊戲將嚴格遵守，積極
落實。
米哈游旗下遊戲《原神》發布公告稱，《原

神》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統將於2021年8月31日
0點進行調整。調整後，《原神》遊戲僅會在周
五、周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的20時至21時，
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遊戲服務。此外，《原
神》遊戲不會以任何形式向未實名註冊和登錄
的用戶提供遊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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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遊戲收入廣告恐受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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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股價去年至今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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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1日
高見206元

8月30日收
報14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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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股價去年至今走勢
今年1月25日
高見766.5元

2020 年 3 月 18
日低見334元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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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收
報46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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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稱從2017年至今，圍繞未成年人保護，持續進行新
技術的探索與應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近日三名中國留學生被美
方認定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遭遣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8月3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
嚴正交涉，美方以捕風捉影甚至是荒唐的藉口遣返中國留學
生，嚴重損害中國赴美留學人員合法權益。有記者提問，據
悉，近日，三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休斯敦機場入境時遭美方盤
查，隨後被認定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遭遣返。外交部是
否知情？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8月15日，三名中國留學生持合法簽證在美國

休斯敦機場入境時，遭美方盤查並遣返回中國，理由是三人受
中國政府資助或其個人手機內發現軍訓照片因而被懷疑有軍方
背景。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
交涉。
汪文斌指出，美方以捕風捉影甚至是荒唐的藉口遣返中國留

學生，嚴重損害中國赴美留學人員合法權益，嚴重破壞中美正
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這種針對特定國家留學生的歧視性作
法，與美方自我標榜的開放自由理念和「歡迎中國留學生」的
表態完全背道而馳，與開展國際人才交流的時代潮流背道而
馳，是開歷史倒車，理應受到譴責。

三留學生遭美遣返
中方提出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30日同古巴國家主
席迪亞斯-卡內爾通電話。
迪亞斯-卡內爾轉達勞爾．卡斯特羅

同志對習近平的誠摯問候，並通報了近
期古巴國內形勢。習近平請迪亞斯-卡
內爾轉達對勞爾同志的親切問候。
習近平指出，在古巴共產黨堅強領

導下，古巴同志不畏強權、不屈鬥
爭，有力捍衛了革命成果。從歷史上
看，社會主義事業從來不是一帆風順
的。共產黨人始終在鬥爭中求得生
存、獲得發展、贏得勝利。中方始終
認為，應當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發
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對其他國家實施
單邊制裁，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別國內
政。中方一如既往支持古巴走符合本

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建設繁榮、可持
續的社會主義，支持古巴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反對強權干涉的正義鬥爭。
中方將繼續為古方抗擊疫情、改善民
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相信
古巴將實現社會主義事業新發展。
習近平強調，在兩黨兩國歷代領導

人精心培育和大力推動下，中古關係歷
久彌堅，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
的典範。無論形勢怎麼變，中方堅持中
古長期友好的方針不會變，深化中古各
領域合作的意願不會變，願同古方做社
會主義的同路人、共同發展的好夥伴、
攜手抗疫的好榜樣、戰略協作的好戰
友。中方願同古方密切高層交往，加強
治黨治國交流互鑒，深化抗疫合作，促
進務實合作，推動中古關係得到更大發

展。雙方要在國際和多邊場合密切戰略
協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中方
將繼續在國際上為古巴說公道話、辦公
道事。

古方願同中方共同反對霸權主義
迪亞斯-卡內爾表示，感謝中方長期

以來一直給予古巴寶貴支持，包括為古
方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抗疫物資，體
現了古中兄弟般的友誼。古巴堅定走社
會主義道路，願同中方加強黨際交往交
流和各領域務實合作，共同推進社會主
義事業和古中關係發展。古方願同中方
深化多邊協作，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強
權政治，反對將疫情政治化、污名化。
古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干涉
中國內政，將繼續堅定支持中方在涉

台、涉疆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立場。古
方願為促進拉美同中國關係發揮積極作
用。

習近平同古巴國家主席通電話：

支持古巴反對強權干涉的正義鬥爭

● 中國政府緊急援助古巴的又一批抗
疫物資8月28日晚運抵古巴首都哈瓦
那。 新華社

●● 針對未成針對未成
年人過度使年人過度使
用甚至沉迷用甚至沉迷
網絡遊戲問網絡遊戲問
題題，，國家新國家新
聞出版署進聞出版署進
一步推出嚴一步推出嚴
格 管 理 措格 管 理 措
施施。。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