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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栋/辑

朋友圈

详情海南日报...

俺想静静地吹海风：看完苹果发布会，
我只想说呵呵，防水设计是为了让我
们洗澡时间赶上上厕所的时间吗？还
有并无创新设计，凸起摄像头太丑，无
法接受，哥说这些会是因为没钱吗？
哥像是那种没钱的人吗？不说了，哥
要去地铁捡耳机卖钱了。
壹加壹不等于贰：苹果 7 看起来果然
和以前的妖艳贱货不一样，可惜我的
肾卖早了。
一海千寻：今天朋友圈为啥全是预约
苹果7的？我就看看，呵呵，看着就觉
得肾疼！
叫我小灵仙儿：就凭它充电不能戴耳机
我就不会买，耳机也终于实现日抛了，
强调一下我不买不是钱的问题。
雲極：有哪位富豪可以借我 7000 元，
让我买个苹果7！分期7年还清，每天
2.7元，上午1.3元，下午1.4元，每天都
是1314，天天有惊喜，每天有联系，7年
不分离！有没有愿意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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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巨人”从哪里走过？福利贴

上期女孩起舞稻田答案揭晓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在定安县雷鸣镇石锦村的田洋

互动

@人民日报：【帅气！郑州大学军训设女子匕首
连】7日，郑州大学新生军训正在进行。操场上最引
人注目的，当属今年首设的女子“匕首连”。由129位
女生组成的特殊队伍，主要训练任务是匕首操。妹
子们拿起“匕首”操练，秒变“女汉子”。不过不用担
心姑娘们受伤，这些“匕首”是塑料的。

@法制网：【工伤“48小时”之争：要救命还是要
赔偿？】近日，一则“女子工作中晕倒后离世，抢救超
48小时不算工伤”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即便超过
法定抢救时限不能“视同工伤”，也并不表示逝者家
属无法得到救济。事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社会保
障体系的无缝衔接问题。不能申请工伤保险赔偿，
社保体系里还有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救助机制。生
命面前，何须问“要命还是要赔偿”？工伤保险和医
疗保险本就不应成为一道选择题。

李倩/辑

iPhone7的发布会消息刷爆朋友圈，搞
得像是转发到朋友圈会免费送手机似的，
还吹什么电池性能提升，我都不想说我的
诺基亚手机超长待机王。我数了数钱包
里的硬币，又拍了拍肾，就想问问日报君
什么时候能把红米淘汰下来给我用。

这期答对的小伙伴有点少啊！Sisu、Zj。、偏偏、
一生好运等4位小伙伴各获得精美礼品一份！请在
一周内致电0898-66810614，领取奖品哦！没中奖的
小伙伴要再接再厉啦！ 杨木子/辑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开幕

32斤蟒蛇吞30斤羊

信用卡刷卡新规实施

南海博物馆即将封顶

海口将开展中秋国庆暗访

海口社保费率出炉

更路簿研究中心成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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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湖面上，一双酷似趟水而过的双脚跃然湖面。本期请大家猜猜这是哪里？
日报妹友情提醒：这是一道送分题！
参与方式：扫码评论留言，最先答对的10 名“报米花”即可获奖。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孙慧 实习生 周心怡

前段时间，“国民老公”王思
聪因为5分钟内赚了10万元而
上了一次头条，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不是因为他犀利的点评和晒
富，而是因为在某语音问答平台
上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能赚钱？没错，这
就是目前在网络平台上正在爆红
中的付费问答，网友可明码标价
来问答问题，通过销售知识或个
人经历、体验来赚钱。这种简单
粗暴的“知识变现”模式在互联网
上流行，意味着知识分享从免费
转向付费，知识分享型网站在探
索盈利模式和商业化转型上进行
了新的尝试。

知识经验的网络变现

你睡了，但你的问题还在为
你赚钱。随着付费问答类软件产
品和网站出现，许多行业权威人
士、网络红人，开始在互联网上回
答自己擅长的问题，以此方式将
专业知识、个性化经历或生活体
验转化为金钱。

事实上，信息交换、知识分享
是互联网的基本功能，从最初开始
的百度知道、QQ个人问问等平
台的问答积分，到在线传道授业解
惑的网络教师，再到如今格纹、略
晓、分答、我懂等付费问答平台，
模式沿承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奖励
内容从积分、等级、荣誉等，变成了
真金白银。这无疑是知识分享的

一次历史性革新，人们在网上自主
地选择“老师”，下达知识“订单”，
自主了解、学习想要知晓的知识或
经验，这种订单学习模式无疑也是
知识变现的革命。

定向分享的精准传播

由果壳网推出的“分答”付费
平台，齐聚的答主是各行各业里的
专业人士或网络红人，专业人士凭
借各自的专业积累，网络红人凭借
名人效应，采取一对一模式回答网
友的提问，答主可先设定问题答案
价格，并会在60秒语音内回答完
毕，其他网友如果对问题答案感到
好奇，也需要付费“偷听”，提问者
和回答者按比例分享收益。

而知乎Live更类似于讲座模

式。每场Live先设定主题，邀请
擅长和有专业积累的用户来做主
题分享者，分享者在特定时间段
内开启Live群聊直播，网友可以
通过购票来进入群聊共享。

两种付费问答虽稍有差别，
但都属于定制化知识服务体验，
这种精准性传播方式，更能提升
回答的准确性，或分享主题的专
业性，往往更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知识产权的有偿使用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
话同样适用于互联网的发展。从
最开始的以免费吸引用户群体建
立用户平台，再通过广告或其他
方式间接盈利。而版权保护的加
强，很多互联网服务开始从间接

收费转为直接收费，如音乐下载、
图书下载、在线直播、热门影视剧
播放等，都已经开始向用户收费。

付费模式的兴起，也是尊重知
识、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表现。一
直以来，知识侵权是互联网的重要
原罪，因为侵权代价低，维权成本
高，层出不穷的侵权行为使很多版
权所有者有苦说不出。因而，从产
权保护角度来讲，付费问答也是对
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

而长远看，付费模式的逐步普
及也证明了，无论任何时代，“内容
为王”的发展信条亘古不变。在互
联网时代下，知识的外延不断被扩
展，获取信息的手段也便捷多样，
但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依旧
是稀缺品，值得我们敬畏与尊重。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互联网付费问答兴起，个性化知识、经历也可创造经济价值

你会在网上为知识付费吗？

“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
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
署，也是一项民心工程。依法登记
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
权利，坚决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
记规定的前置条件，为难无户口人
员登记户口。”朱秀莲访谈开场的
一席话，道出了海南省政府便民为
民，确保我省每个公民能够依法登
记常住户口的决心。

“以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原
因，导致有些人上不了户口；此
外，由于我省一些市、县出台涉及
户口登记政策性障碍文件，使得
我省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
国内非婚生育小孩登记户口无章
可循。这些都使一些无户口人员
户口登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海南省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实

施办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
让不少一直因为各种原因办不下
户口的“黑户”人员看到了希望。

朱秀莲介绍，省公安厅在部
署各市、县开展无户口人员情况
调查摸底工作的基础上，以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
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主要
内容为主，结合我省实际，研究起
草了具体实施办法。

“黑户”人员与户籍人口无区别，不应游离在正常社会之外

海南出招确保每位“黑户”有户口

户籍是“黑户”人员在社会生活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没有
户口，就不具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也意味着在上学、就业、就医等
方面得不到保障，不能依法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享受基本
公共服务待遇，更奢谈进入正常社会。

9月7日下午，海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朱秀莲，应邀
做客海报集团首档融媒体栏目《公仆之声》，就8类无户口人员办
理户口的相关问题，接受海南日报、海南日报客户端、南海网、南海
网客户端的访谈，并和本报读者及网友进行互动。

■ 本报记者 良子

朱秀莲介绍，《办法》在四个
方面进行了明确：一是明确各市、
县政府工作职责，禁止出台针对
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设置附加条
件的文件，为解决无户口人员登
记户口扫除一切障碍，确保每一
个无户口人员能够及时登记常住

户口；二是明确公安、民政、卫计
委、司法等部门工作职责，加强部
门之间通力合作，避免发生互相
推诿扯皮的现象；三是明确各类
无户口人员申请户口登记应提供
的必备材料、审批程序、办理时限
等，提高公安机关的服务质量和

工作效率，为无户口人员申办户
口登记提供便利；四是明确责任
追究，对在办理无户口人员登记
户口工作中，不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实行问责制度，凡发生违法违
规办理户口案（事）的，依法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

在访谈节目中，不少网友向
朱秀莲进行了现场提问。一位网
友问，现在带着以前超生的孩子
上户口会不会受罚？对此，朱秀
莲表示，任何公民到公安机关办
理户口登记都不会有任何的处
罚，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职责是

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登记户籍
的权利。

另一网友询问，怎样防范办
理户口过程当中的电信诈骗？“办
理户口除了当面收取工本费外，
不会收取其他任何的费用”，朱秀
莲提醒读者，公安办证部门不会

给老百姓打电话办理户口，办理
户口需要当事人或者监护人到公
安派出所当面申请填写登记表，
如果接到电话让你办户口或是汇
钱的一定是假的，请大家不要轻
易相信电话或短信告知事项。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黑户”登记户口禁设不合规前置条件

“我们公安机关办理户口不
需要费用，如果你是新落户的
话，办理户口需要缴纳工本费9
元钱，其他不需要任何的费
用。”就群众关心的办理户口相
关的手续是否要缴纳费用的问
题，朱秀莲介绍，为解决因无法
确认母亲身份信息未能办理出

生医学证明，而不能办理落户
的困难群众家庭子女户口登记
问题，2014年下半年，海口市公
安局向市政府上报了免费为困
难群众家庭子女做DNA亲子鉴
定和办理户口登记问题，获得
市政府同意。

朱秀莲表示，缴纳亲子鉴定

费用确有困难的，其本人或者监
护人可向所在单位、居住地乡镇
政府提出补助申请，经所在单位、
居住地乡镇政府审核出具证明，
并报经县级民政部门核实，确认
属于社会优抚对象和社会救助对
象的，其亲子鉴定费用可由财政
专款报销。

确保每一个“黑户”能及时登记常住户口

困难家庭可免费做DNA亲子鉴定

超生子女登记户口公安机关不会处罚

全省无户口
人员初步摸排出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1363人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1046人

未办理收养手续598人

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409人

被宣告失踪或死亡后户籍遭注销30人

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户籍167人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超期29人

其他类型4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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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
总队长朱秀莲做客《公仆之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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