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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制時代：反壟斷、雙減、整治飯圈……將
如何形塑中國社會？
商業、社會、家庭、個⼈的邊界被打破，對於⼀切事情，黨決定全⾯管制。
端傳媒記者 ⾨悅悅、楊鈺、來福 發⾃新加坡 2021-12-29

「每個⼈都能感受到，⼀場深刻的變⾰正在進⾏！」2021年9⽉，⼀位不知名的媒體⼈寫下這個標題，宣布⼀場「深
刻變⾰」已經開始，⽂章被官⽅媒體廣泛轉載，引起了巨⼤的反響和恐慌。雖然官⽅迅速進⾏了輿論降温，但無法
否認的是，2021年中國社會的許多⽅⾯都遭遇了政策的打擊和整頓。

在反壟斷和數據安全的名義下，中國科技巨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赴美上市⾯臨嚴格監管，以確保不會危及國
家安全；在被約談和開除巨額罰單後，⼜要爭相為「共同富裕」的願景捐款。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也要求在
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提供審計資料，監管⻆⼒之下，「中概股」股價⼀路下跌。

低⽣育率和⼈⼝⽼齡化的⼈⼝危機之中，當局竭盡所能推動家庭價值回歸。中國政府⿎勵夫婦⽣育「三孩」，「冷



靜期」也加⼤了離婚難度，關於彩禮、婚俗、⽣育假期的新規定層出不窮。8000億元⼈⺠幣市值的課外輔導⾏業⼀
夜之間被禁⽌，「防⽌資本無序擴張」的同時，也被視為促進⽣育的重要舉措。
意識形態領域也經歷着⼤⼑闊斧的整頓。「清朗」⾏動對網絡空間進⾏了細緻⼊微的審查，偶像選秀節⽬被禁⽌播
出，影響⼒頗⼤的飯圈活動被徹底打⼊地下，針對娛樂明星的⿊名單⼀直在更新，以防⻘少年被「娘炮」等畸形審
美荼毒，「偷税漏税」也隨時將頂流網紅打⼊冷宮。
「中國政府正在重寫經濟運作規則」，《經濟學⼈》如此總結這場無⽌盡的「糾偏」運動。商業、社會、家庭、個
⼈的邊界被打破，對於⼀切事情，黨決定全⾯管制。
在這篇⽂章中，我們將詳細梳理中國在2021年推出的多項政策，包括反壟斷、強化數據安全、「雙減」、「三
孩」、整頓飯圈等，並試圖分析其背後的原因和可能產⽣的深遠影響。

2021年4⽉9⽇，拍攝於上海的螞蟻集團和⽀付寶商標。攝：Gao Yuwen/VCG via Getty Images

「反壟斷」重錘砸向互聯網巨頭
2020年下半年，互聯網巨頭紛紛投資社區團購業務，將這視做⾏業下⼀個極具潛⼒的發⼒點時，誰都沒想到，⼀場
席捲⾏業的⾵暴即將來到。儘管《⼈⺠⽇報》評論互聯網巨頭「別只惦記着幾捆⽩菜、幾⽄⽔果的流量」，但這並
沒有澆滅⾏業的熱情。
2020年11⽉2⽇，即將成為全球史上最⼤⼀筆 IPO，螞蟻集團的上市被緊急叫停。緊接着，⼀場⼜⼀場的⾵暴刮向互
聯網⾏業。據端傳媒統計，這場中國政府以「反壟斷」名義進⾏的⾏業⼤整頓，涉及到包括平台經濟壟斷與競爭、

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mspl/2020-12-11/doc-iiznctke6010187.shtml


平台經濟勞動權益、數據與信息安全、算法、內容、⾦融等多個領域。監管範圍鉅細靡遺，⽐如公眾賬號、直播、
彈窗等具體業務，政府也出台了相關⽂件進⾏「規範指導」。
截⾄2021年11⽉20⽇，今年共有84宗針對互聯網領域「未依法申報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審查」的⾏政處罰，涉及阿
⾥巴巴、騰訊、百度、京東、美團、58同城等知名互聯網企業。此外，阿⾥巴巴和美團因為「濫⽤市場⽀配地
位」，在今年分別被罰款182.28億元和34.42億元。
國家⼒量進⼊部分互聯網企業。螞蟻集團經歷上市叫停、國家⾦融機構多次聯合約談後，業務被拆分為不同公司。
其中⽀付寶的數據將移交給⼀個新的個⼈徵信合資公司，國企浙江省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持有這家新公司35%的
股份，與螞蟻集團並列為最⼤股東；另⼀業務「花唄」則納⼊國家徵信系統。此外，由政府機關管理的國家特殊管
理股進⼊字節跳動、新浪微博和快⼿，在這些企業的董事會佔有⼀席，擁有這些公司的最⾼治理權。
8⽉，習近平重提共同富裕，並⾸次提及三次分配（編註：通過⾼收⼊⼈群的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式對社
會資源和財富進⾏分配）。如何實施「共同富裕」的細則並未出台，互聯網巨頭們已紛紛表態跟進，騰訊、阿⾥、
拼多多皆承諾將拿出千億資⾦加⼊該計劃，浙江省發改委也適時提出《浙江⾼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範區實施⽅
案（2021—2025年）》。
9⽉，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稱⼀系列反壟斷監管措施的出台對互聯網巨頭們有影響，「⽽從⻑期來看，這將是最
好的選擇」。
與此同時，法律法規的通過也將監管「常態化」。今年2⽉，國務院頒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反壟斷指南》（下稱
《反壟斷指南》）；10⽉，《反壟斷法》推出修正草案，加⼊「數字經濟」相關內容，並提⾼處罰⼒度；11⽉，國
家反壟斷局脱離原有單位，獨⽴成為新組建的副部級國家局，並新增三個司局，分管反壟斷事務的統籌，執法及審
查。這⼀系列調整為反壟斷和防⽌資本無序擴張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政基礎。

http://www.zj.gov.cn/art/2021/7/19/art_1552628_59122844.html


分析：為什麼要在此時「反壟斷」？
官⽅：保護市場公平競爭

中國官⽅在《反壟斷指南》中給出的解釋是：為了預防和制⽌平台經濟領域壟斷⾏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平
台經濟規範有序創新健康發展。
中國互聯網的確有「巨頭」之說，他們在守好⾃⾝核⼼業務的同時，急劇擴張業務版圖。早先的說法是 BAT（百
度、阿⾥、騰訊），近幾年字節跳動異軍突起，說明這個產業依舊有部分空間，但這並未打破幾⼤巨頭各佔⼭頭的
態勢。根據移動互聯網商業智能服務商 QuestMobile 的統計數據，2020年底，中國移動互聯網⽉活躍⽤戶規模最⼤
的50個應⽤中，35個與騰訊、阿⾥巴巴、百度、字節跳動有關（全資⼦公司或參股公司）。截⾄2019財年，BAT 加
上新貴字節跳動（Bytedance），這四家公司拿⾛了數字廣告市場上約74%的收⼊。
流量為王的背景下，業務類似的公司間逐漸築起壁壘。⽤戶需要在微信中⽤暗號⼀般的⽅式分享淘寶鏈接，依託互



聯網平台⽣存的商家則⾯臨只能在⼀個平台經營的「⼆選⼀」。這種模式的進⼀步發展，就形成了「⽣態」，即以
⼀個頭部互聯網平台為中⼼，聯合各⾏業上下游產業、商家、⽤戶、打造⼀個完整、成熟的⽣態體系。

2021年11⽉28⽇，北京⼀個菜市場的攤位上掛著微信⽀付和⽀付寶的⽀付碼。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領域舉⾜輕重的影響⼒

但這場整治⼜並⾮只有經濟考量這麼簡單，互聯網巨頭的業務已深⼊社會⽣活的⽅⽅⾯⾯。僅以騰訊和阿⾥為例，
分別從社交和電商起家的他們，不間斷的投資收購後，所涉⾜的領域包含娛樂、社交、零售、外賣、物流、出⾏、
健康等多個⺠⽣領域。核⼼產品也已成為國⺠級應⽤，微信的⽉活躍⽤戶數已達12.51億（截⾄2021年6⽉30⽇，含
海外版 WeChat），⽀付寶的活躍⽤戶數為7.96億（截⾄2021年3⽉），出⾏領域的巨頭滴滴，則坐擁3.77億年活躍
⽤戶和1300萬年活躍司機（截⾄2021年3⽉）。
由於影響⼒廣泛，它們對就業數據的影響也舉⾜輕重。關於互聯網⾏業的薪資、⼯時和⽂化的討論，也往往是輿論
熱點。特別是其孕育出的海量「靈活就業」⼈員。國家信息中⼼《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2019年，
以外賣送餐、網約⾞、快遞等新就業形態出現的平台企業員⼯達到623萬⼈，平台帶動的就業⼈數約7800萬⼈。這些
由互聯網⾏業直接孕育的就業群體，正成為⽀撐中國經濟的新⼒量。
在意識形態和⾦融領域的擴張

除去在⺠⽣領域的重要⻆⾊，互聯網⾏業在信息/⾔論場上也扮演着舉⾜輕重的⻆⾊。早在2013年，新華社原總編輯
南振中便認為，中國存在兩個「輿論場」——「⼀個是以黨報黨刊黨台、通訊社為主體的傳統媒體輿論場，⼀個是以
互聯網為此基礎的新媒體輿論場」。



2021年3⽉16⽇，清潔⼯⼈經過⼀個報攤，檔⼝上有南華早報 (SCMP) 的品牌廣告。攝：Lam Yi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互聯網上的⾨戶網站、⾃媒體、社交平台、及今⽇流⾏的短視頻⻑視頻網站，基本承載了廣義上的新聞傳播甚⾄⽣
產功能。⽽部分互聯網企業，⽐如阿⾥巴巴，更在爭取傳統媒體的控制。據統計，其曾先後⼊股第⼀財經、財新集
團，電視領域⼊股了芒果超媒，外媒領域控制了《南華早報》，新媒體領域則是拿下微博、虎嗅、36氪等新媒體的
股份。騰訊和阿⾥領投的華⼈⽂化集團，旗下更擁有 TVB、栩栩華⽣、財新傳媒等多間著名媒體。
有分析認為，互聯網巨頭在意識形態領域愈來愈⼤的話語權令當權者感到不安。
除此以外，他們也廣泛介⼊⾦融領域。截⾄2020年，阿⾥旗下的⽀付寶已對接中國10億以上⽤戶、8000多萬商戶和
2000多家⾦融機構。微信⽀付2019年的⽤戶數則為1億。但當局並不認可巨頭經營⾦融的⽅式，在螞蟻上市叫停
前，中國⾦融監管部⾨就曾發布對其⾼槓桿率的質疑，可能造成⾦融系統不穩定。今年4⽉，13家從事⾦融業務的網
絡平台企業被國家⾦融部⾨聯合約談，要求監管介⼊，信息共享。可以說，互聯網⾦融和傳統的政府監管之間張⼒
⼗⾜。
政治上與⽇俱增的影響⼒

另⼀個讓執政者感到威脅的，是互聯網巨頭在政治上與⽇俱增的影響⼒。仍以螞蟻上市為例，《華爾街⽇報》調查
發現，螞蟻集團很多投資者是「紅⼆代」，當中有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孫兒江志成，以及有「江派上海幫」之
稱、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賈慶林⼥婿李伯潭等⼈。今年8⽉，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落⾺，其在位時與阿
⾥集團關係密切，曾公開表⽰將「堅定不移」地⽀持阿⾥巴巴發展，杭州市政府也與阿⾥簽訂《全⾯深化戰略合作
協議》。輿論猜測周江勇的落⾺與阿⾥相關，⽽在其落⾺後，杭州市紀檢委發起「清政商關係」整改⾏動，要求全
部在職及三年內離退休幹部規範違規借貸及親屬經商辦企⾏為。

https://cn.wsj.com/articles/%E8%9A%82%E8%9A%81ipo%E8%A2%AB%E5%8F%AB%E5%81%9C%E7%9A%84%E5%8F%A6%E4%B8%80%E4%B8%AA%E5%8E%9F%E5%9B%A0%EF%BC%9A%E6%BD%9C%E5%9C%A8%E5%8F%97%E7%9B%8A%E7%9A%84%E6%9D%83%E8%B4%B5%E4%BA%BA%E7%89%A9%E5%9C%A8%E8%B0%83%E6%9F%A5%E4%B8%AD%E6%B5%AE%E5%87%BA%E6%B0%B4%E9%9D%A2-11613532808


2021年11⽉10⽇，阿⾥巴巴集團杭州總部的雙 11 購物節照明裝飾品。 攝：Niu Jing/VCG via Getty Images

影響：「反壟斷」之後
以往，「雙⼗⼀」的0點剛過，阿⾥就會陸續放出第⼀分鐘的銷售額、⾸半⼩時業績、⾸⼀⼩時業績、何時超越去年
業績......戰報⼀波接⼀波傳來，彰顯每年最著名的消費狂歡戰績。但今年，「雙⼗⼀」的夜靜悄悄，直到第⼆天上
午，阿⾥才放出被多⽅關注的銷售額，5403億⼈⺠幣，⽐去年多出421億元，但阿⾥並沒有多番宣傳這個成績。
「反壟斷」之後，互聯網公司不再像往⽇般爭搶⾵⼝浪尖，開始變得相對低調，收⼊增⻑速度也明顯放緩。第三季
度，騰訊和阿⾥都報告出上市以來最慢的收⼊增⻑（13%和29%），儘管依舊維持上升趨勢，但宣傳重點放在了
「增⻑最慢」，京東在第三季度同⽐增⻑25.5%，但現在正宣傳⾃⼰是「新型實體企業」。
同⼀時間，關於拼多多國內廣告收⼊在過去半年停⽌增⻑的消息也在四處流傳。美團CEO王興在今年⼆季度的財報電
話會議上稱「美團從不想成為⼀個傳統意義上的互聯網企業」。⼀些明星公司的創始⼈們也退居幕後，5⽉和7⽉，
字節跳動創始⼈張⼀鳴和拼多多創始⼈⿈崢接連宣布退任公司 CEO。
監管的加強意味着互聯網平台企業即將告別「跑⾺圈地」的初期的野蠻⽣⻑的時期，進⼊⼀個全新的⾼⾨檻、嚴規
則的有序發展階段。
——安邦智庫
互聯網巨頭之間的壁壘在逐漸鬆動。7⽉傳出消息，阿⾥巴巴、騰訊正在考慮互相開放⽣態系統。11⽉29⽇，微信發
布關於《微信外部鏈接內容管理規範》的更新說明，允許⽤戶在點對點聊天場景中將可直接訪問外部鏈接，這意味
着，⽤戶以後可以不再⽤暗號⼀般的⽅式分享其他平台的鏈接了。

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210903/14a76618f3eb473db626ce1cd761edef/c.html
https://new.qq.com/omn/TEC20210/TEC2021083001410300.html


巨頭們已經開始調整其控股的領域。據多家媒體報導，阿⾥已經賣出其全部持有的財新傳媒股份，並退出芒果超
媒。
海外資本對中國經營環境的恐懼則進⼀步提升。9⽉，⽇本投資巨頭軟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將暫停在中國開展新投
資，因為其認為中國的整頓⾏動已經變得不可預測和廣泛，需要觀察中國對國內科技⾏業的整頓⾛向將如何發展。
《經濟學⼈》則評價這場監管體現出中國當局的不成熟，「其主要的反壟斷機構只有⼤約 50 名員⼯，但他們可以輕
⽽易舉地破壞商業模式，拒絕正當程序，⽽公司必須笑着接受。」
⽽另⼀個鮮有被討論的議題是，除了互聯網企業，「反壟斷」⾵暴似乎並沒有影響到國有企業。憑藉從政府獲得的
⽀持和保護，國有企業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融保險等容易造成⾏政管制的⾏業形成壟斷，同樣扼
殺着市場創新、滋⽣壟斷乃⾄腐敗，但它們從不會成為「反壟斷」打擊對象，因⽽這場監管⾵暴，也引發了「國進
⺠退」進⼀步強化的擔憂。

2021年4⽉19⽇，上海的⾞展上，⼀名參觀者檢查滴滴開發的⾃動駕駛汽⾞。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進擊的數據安全監管
滴滴事件是今年互聯網領域巨變的⼜⼀篇章。
今年7⽉2⽇，中國監管機構宣布由於存在國家安全問題，對三天前剛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滴滴出⾏進⾏審查，
並暫停其新⽤戶的註冊。之後，網約⾞領域迎來更多安全為名的審查。7⽉5⽇，卡⾞調度服務「運滿滿」和「貨⾞
幫」、求職網站「Boss直聘」，也因國家安全原因受到審查。它們均於6⽉剛在美國股市上市；緊接着，國家網信
辦、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然資源部等部⾨聯合進駐滴滴公司開展網絡安全審查，滴滴旗下25款App也被勒令下

https://cn.wsj.com/articles/%E8%BD%AF%E9%93%B6%E5%B0%86%E5%9C%A8%E4%B8%AD%E5%9B%BD%E6%95%B4%E9%A1%BF%E7%A7%91%E6%8A%80%E8%A1%8C%E4%B8%9A%E4%B9%8B%E9%99%85%E6%9A%82%E5%81%9C%E5%9C%A8%E5%8D%8E%E6%96%B0%E6%8A%95%E8%B5%84-11628654110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8/14/xi-jinpings-assault-on-tech-will-change-chinas-trajectory


架；8⽉，國家網信辦等五部⾨發布《汽⾞數據安全管理若⼲規定（試⾏）》。
中國對待滴滴的⽅式讓我們知道，習近平打算如何對待所有企業家和潛在的顛覆者。
《紐約時報》⼀篇關於滴滴的報導中提到
早在滴滴事件之前，中國政府已經將安全列為下⼀個五年發展中的重點任務。在3⽉發表的「⼗四五」規劃中，「安
全」作為優先任務，共被提及177次，範圍覆蓋國防、經濟⾦融、外交、糧⻝（數量和質量）、能源資源、網絡空間
等多個領域。「『安全』事實上已經成為制定這次五年規劃時的第六個發展理念。」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席研究
員關志雄點評。
今年9⽉和11⽉，《數據安全法》與《個⼈信息保護法》相繼實施。新法確⽴了多個重要概念，如《數據安全法》中
⾸次提到「國家核⼼數據」概念，政府將其描述為涉及國家和經濟安全、⼈⺠福利或重要公共利益的信息，但並沒
有進⼀步解釋及分類。同時該法還提出建⽴數據分級分類制度，要求掌握「關鍵數據」的企業進⾏⾵險評估並提交
報告，才能獲得將這些數據發送到海外的批准。
《個⼈信息保護法》則對企業如何使⽤中國公⺠的數據進⾏嚴格規定，並對企業如何向境外共享信息進⾏了規管。
此外，今年中國還發布了《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徵求意⾒稿）》，這距去年《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的出台
間隔僅15個⽉。新增內容⼤多關於數據安全及審查相關，修訂稿規定，掌握超過100萬⽤戶個⼈信息的運營者赴國外
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次明確赴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也需進⾏監管。
除此之外，今年7⽉，廣東宣布計劃在年底前推出粵港澳⼤灣區數據平台，⽤於交易和監管數據流數據平台動，其中
包括建⽴⽤於跨境數據流通審查監管⼯作的「數據海關」。數據正成為有壁壘、需審查評估才可流動的要素。



2019年8⽉26⽇，重慶舉⾏的2019 Smart China Expo 開幕當天，⼈們參觀奇虎 360 技術展台。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分析：為什麼要在此時增強數據安全監管？
數據安全正愈發成為國際摩擦的焦點。中美近年頗具影響⼒的摩擦，⼤多直指背後的數據安全問題。7⽉，美國聯合
北約成員國，指責中國僱傭⿊客犯罪團伙攻擊世界各地的數字系統，歐盟也幾乎在同⼀時間譴責來⾃中國境內的惡
意網絡攻擊。此前，多數北約和歐盟的成員國都不願意公開批評中國這個主要貿易伙伴。
各國政府也在爭奪國際數字規則話語權。根據⾮營利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簡稱 ITIF)7⽉發布的研究報告，2017年以來，各國政府為將個⼈數據和其他類型信息保留
在國內⽽實施的措施數量增加了⼀倍多，達到144項，推出此類政策舉措的國家數量也從35個增加到62個。
出台邏輯類似的法律條⽂，似乎是回擊外國制裁，參與規則設置的辦法。2018年美國出台《澄清境外數據合法使⽤
法案》，在為美國提供服務或與美國存在⾜夠關聯的前提下，允許美國政府調取儲存在美國境外的數據。中國的
《數據安全法》則規定，所有處理中國相關數據的組織或個⼈，在中國境外開展數據處理活動時，如若「損害中華
⼈⺠共和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組織合法權益」，都將追究法律責任。
《個⼈信息保護法》則被認為與歐盟《通⽤數據保護條例》（GDPR）相似，如⼆者均要求企業證明其數據收集的合
理性，並為消費者提供訪問或刪除其信息的權利。但中國法律對企業如何在國際上轉移數據的限制⽐ GDPR 更強，
且對政府的監控⾏為鮮有限制。ITIF 的報告也顯⽰，迄今為⽌推出數據本地化規則的國家裏，中國對數據的限制最
多，有29種明⽂規定或事實上的跨國數據傳輸障礙。
對外設定規則，對內則是防⽌⺠間企業掌握的數據向外界泄漏。如前⽂所述，中國互聯網企業掌握⼤部分⺠眾數
據，其中汽⾞數據政府還專⾨出台管理法案。雖然中國官⽅並未給出滴滴涉及「國家安全」的數據具體有哪些，但
其曾與官媒新華社發布過⼀篇⼤數據揭秘⽂章裏，公布了滴滴通過⾏⾞⼤數據分析出的中國各國家部委的⾏為特
徵。路透社指出，這些數據恰好與當時國⼟資源部第三批巡視⼯作啟動等熱點事件相吻合。
我多次說過，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過不了互聯網這⼀關，就過不了⻑期執政這⼀關。
——習近平
安全⾵險之外，中國此時強調數據安全，或許也和數據本⾝的價值有關。2020年4⽉，中國國務院的⼀份⽂件宣布，
數據將成為第五個「⽣產要素」，與勞動⼒、技術、⼟地和資本並列為國家經濟資源。今年3⽉，國務院發布的數字
經濟發展規劃中，提出七⼤數字經濟重點產業、⼗⼤數字化應⽤場景的具體規劃，並⾸次明確要求到2025年，中國
數字經濟核⼼產業增加值佔 GDP 的⽐重要由2020年的7.8%提升⾄10%，數據正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
⾊。

影響：夾縫中的中概股企業
為了符合新法律的規定，企業需調整經營⾏為，包括聘請特定⼈員負責管理網絡安全，調整以往帶來⼤量利潤的算
法以符合最新規定等。涵蓋了98⽀中概股的納斯達克⾦⿓中國指數顯⽰，在今年2⽉達到20468的最⾼點後，其⼀路
下滑⾄10449（截⾄11⽉29⽇），暴跌48.95%。12⽉初，中概股再次集體暴跌，當時跌幅超過10%的中概股數量達
87家。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1/07/19/how-barriers-cross-border-data-flows-are-spreading-globally-what-they-cost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7-05/doc-ikqciyzk3623623.shtml


中國企業們正遭受雙⾯夾擊。中國收緊對數據的掌控權的同時，美國也對來美上市的中國企業愈發嚴苛。12⽉2⽇，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式出台海外上市公司監管新規細則，規定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向 SEC 提交⽂件
證明該公司不受外國政府擁有或掌控。加上此前公布《澄清域外合法使⽤數據法》，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臨美⽅
的審查也愈來愈嚴。
這如同⼀個死循環，中國企業在國外上市時越接受國外監管機構的管轄和調查，越有可能被中國監管機構以「影響
國家安全」為理由，將相關企業納⼊網絡安全的審查範圍，⽽這⼜進⼀步影響企業在海外被信任度。

2021年9⽉20⽇，上海⼩紅書的總部。攝：Xing Yun / 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前，已有⼤量公司赴美 IPO 暫緩，今年上半年共有35家中國企業在美股市場上市，下半年則只有1家，⼩紅書、哈
囉出⾏、七⽜雲、Keep 撤回赴美 IPO 計劃，喜⾺拉雅、貨拉拉則取消了赴美 IPO，TikTok、抖⾳的所有者字節跳動
曾計劃在紐約上市，和已經退出美國的滴滴⼀同，正準備在港交所上市。
數據安全監管之下，在華海外企業也⾯臨着選擇。11⽉，LinkedIn、Yahoo、堡壘之夜相繼提出退出中國市場，或
轉換業務⽅向，他們給出了模糊的「因為經商環境變化」的原因。南華早報在報導相關事件時指出，由於中國的數
據收集⽅式與國外不同，且在⼀些條例上，中國與其他國家衝突，「這迫使公司選擇遵循哪些法律。」⽤反壟斷⾏
動裏的明星詞彙形容，即「⼆選⼀」。
進⼀步看，數據這個「第五⽣產要素」正逐步成為⼀個國家監管下的交易要素。儘管它的發展離不開以「⾃由和開
放」為願景的互聯網產業。此前⼤國已在數字基礎設施、關鍵硬件等⽅向建⽴池城，現在數據壁壘的加⼊，全球科
技產業正朝向⼀個和以往設想不同的⽅向。



「少⼦⽼齡化」下的⼈口和教育政策
2021年，中國也出台了⼀系列與⼈⼝、教育密切相關的政策。
1⽉1⽇，伴隨着2020年審議通過、正式開始實施的《⺠法典》，此前輿論爭議聲⾳不⼩的「離婚冷靜期」也開始實
施——即在夫妻離婚時，政府強制要求雙⽅經歷30⽇冷靜期後，之後再進⾏審核。此舉雖使2021年前三季度離婚
率有所降低，但相應的，結婚⼈數卻不斷下跌。值得⼀提的是，離婚冷靜期實施前⼣，2020年最後⼀個季度中，申
請離婚者超過100萬，較上年同期增加13%。
在推遲多次終於發布第七次全國⼈⼝普查數據後不久，5⽉3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優化⽣育政策
促進⼈⼝⻑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三孩政策」——即實施⼀對夫妻可⽣育三個⼦⼥的政策，以「改善⼈⼝結
構」、「保持⼈⼒資源稟賦優勢」。這是繼2013年「單獨⼆孩」、2016年「全⾯⼆孩」之後，⼜⼀次針對⽣育政策
的重⼤調整。

https://m.nbd.com.cn/articles/2021-11-22/2004454.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5626190.htm


接下來的三個多⽉中，中央及各地⽅政府出台了⼀系列配套措施，以⿎勵⽣育。例如，6⽉，國務院未成年⼈保護⼯
作領導⼩組提出，落實產假等⽣育類假期制度，⿎勵有條件地區探索育兒假試點。河南省司法廳7⽉發布相關征求意
⾒稿，擬多⽣1孩增加15天津貼。12⽉1⽇，廣東省⼈⼤常委會通過《廣東省⼈⼝與計劃⽣育條例》，明確新增育兒
假，符合法律、法規規定⽣育⼦⼥的夫妻，在產假之外，⼥⽅享受80⽇獎勵假，男⽅享受15⽇陪產假。
除此之外，全國多地在6⽉下旬對當地育齡婦⼥進⾏⽣育意願研判。部分調研數據顯⽰，農村居⺠三孩意願明顯⾼於
城市居⺠，⽽城市居⺠過9成受訪者沒有⽣育三孩的打算。
在中國，婚姻與⽣育捆綁緊密，⾸批「婚俗改⾰試驗區」也在4⽉、9⽉分兩批落地。分布在24個省份的32個試驗
區，將開展⻑達3年的改⾰試點，改⾰的重點是「破除天價彩禮等陳規陋習」。
教育領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雙減」——減少義務教育階段負擔和減少校外培訓負擔，和⼤⼒推進職校教育。
「雙減」政策始於中國國務院7⽉的相關⽂件，下發後，中⼩學階段的校外培訓機構備受打擊，⼤量從業者失業，機
構資⾦鏈斷裂，不少教育培訓機構都要在年底前轉⽽登記為⾮營利性機構，中國教育部更在7⽉特別成⽴校外培訓機
構監管司，以監管相關執法和配套的實施。同時，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內，被禁⽌考試和公布排名，⼀些學校私下進
⾏的考試則被學⽣舉報。
職校教育則在「雙減」發布前後，坊間傳聞初中升⾼中的升學率將規定為50%，剩餘50%則去向職業⾼中，雖然最
終落地的政策並未對此做出硬性指標劃定，但毫無疑問，職業教育在2021年的地位得到了顯著提升。4⽉，全國職業
教育⼤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前強調「加快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素質技術技能⼈
才、能⼯巧匠、⼤國⼯匠」；10⽉，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下發了《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質量發展的意⾒》，
要求在 2025年基本建成 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到2035年，職業教育整體⽔平進⼊世界前列。

http://news.xhby.net/index/202107/t20210706_7147603.shtml
https://news.sina.com.cn/s/2021-09-22/doc-iktzqtyt7492631.shtm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101-mainland-double-reduction-in-chin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011-mainland-vocational-students/


2021年8⽉11⽇，杭州市芝⿇街英語⼀家關閉的⾨店，⼈們要求退還孩⼦的學費。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分析：「雙減」、「三孩」能夠應對⼈⼝危機嗎？
中國官⽅對於婚育領域⼀系列動作給出的原因是「調整⼈⼝結構」，即希望通過提升⽣育率的⽅式，解決勞動⼒即
將⾯臨短缺、⽼齡化嚴重所帶來的可能隱患。「雙減」政策出台後，也有不少分析認為，此舉其中⼀個重要原因是
為了減輕養育⼦⼥的負擔，提升⽣育意願。
⽼齡化的確是中國所⾯對的主要棘⼿問題之⼀。據中國國家衞健委發布的《2020年國家⽼齡事業發展公報》，2020
年，中國60歲及以上⼈⼝超過2.6億，佔總⼈⼝⽐重18.7%，其中65歲及以上⼈⼝超過1.9億。從省份看，31個省
中，16個省的65歲及以上⽼年⼈⼝超過500萬⼈，其中6個省更超過1000萬⼈。同時，鄉村的⽼齡化程度明顯⾼於城
鎮，⽼齡⼈⼝素質不斷提⾼，60〜69周歲的低齡⽼⼈佔⽐過半。
「⼈⼝扶養⽐」是描述⼈⼝特徵、「⼈⼝紅利」變動情況的主要概念。它指的是⾮勞動年齡⼈⼝（未成年與⽼年
⼈）對勞動年齡⼈⼝的⽐例，以此衡量勞動⼈⼝的負擔程度。近年來，隨着⽼齡化的加深和⽣育率的降低，中國總
撫養⽐、⽼年撫養⽐逐年上升。多份⼈⼝預測研究中指出，2030年⾄2050年，可能是中國⾯臨⼈⼝⽼齡化形勢最嚴
峻的時期。屆時，總⼈⼝扶養⽐將超過50%，「⼈⼝紅利期」結束，⽼齡化加深。

http://m.news.cctv.com/2021/10/15/ARTIOFkMt6G6vSxHqm9Hiptl211015.shtml


學者王廣州、王軍在2021年發布的研究《中國⼈⼝⽼齡化趨勢的經濟社會影響及公共政策應對》⼀⽂中預測，到了
2050年後，⽼年扶養⽐可能超過50%，⽽總扶養⽐超過68%，即每兩個勞動年齡⼈⼝，將需扶養1位以上的⽼年⼈
⼝。這份研究還提出，2026年左右，中國⽼年⼈⼝⽐例可能將⾸次超過少兒⼈⼝⽐例。
除此之外，疊加省份之間的⼈⼝遷移因素，東北地區⽼齡化程度⾼、常住⼈⼝減少，⼈⼝⾃然增⻑率已呈現負值，
使得其經濟發展與公共財政，受⽼齡化影響顯現最早，也最嚴重。
由此可⾒，應對即將到來的⽼齡化危機，是此次⼈⼝政策調整的最重要原因之⼀。
⽽對於「雙減」政策，中國國家發改委將此稱為「利刃出鞘」，指其「斬斷校外培訓資本無序擴張之鏈」，新華社
也在股市波動後深夜發表評論稱，⼤量資本湧⼊教培，「販賣焦慮和過度宣傳異化了教育的本質」，政策是對「⺠
⽣痛點進⾏的⼀次糾正。」

http://www.fjlib.net/zt/fjstsgjcxx/msgc/202111/t20211130_468742.htm
https://xw.qq.com/cmsid/20210908A0722P00?f=newdc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7/28/c_1127706363.htm


在「雙減」之前，曾有諮詢公司評估指，中⼩學教育培訓⾏業規模超過8000億⼈⺠幣，且在⼤量擴張。新東⽅等多
家教育培訓機構更在中國境外上市，吸納境外資本，擴張的產業裏，也不乏資⾦鍊並不健康的教育培訓機構。有論
者指出，習時代⼀系列「打擊資本」的⾏動都選擇了較容易動⼿的對象，這樣也容易在輿論上展⽰出⾃⼰的政治成
績，例如在教育領域打擊資本，「看上去『動富⼈的蛋糕』」。
除此之外，伴隨同期⼈⼝因素的影響，中共官媒《⼈⺠⽇報》也提到，此舉是為了促進教育公平，減輕家⻑育兒負
擔，減輕學⽣學業內卷、競爭激烈的程度。⽽部分⺠間輿論也結合官⽅⼤⼒推進職校教育猜測，執政者希望維持低
⼈⼒成本的優勢，因⽽強制分化職業教育和⾼中教育，使得⼀定⽐例的⼈可以被分流從事低成本勞務，減緩競爭不
過是為了更⽅便進⾏分流。

2021年12⽉23⽇，⼭西省太原市的圖書館，考⽣為即將舉⾏的全國研究⽣⼊學考試做準備。攝：Hu Yuanjia/VCG via Getty Images

影響：藥到病除還是越管越亂？
中國政府試圖⽤提振⽣育率，作為應對勞動⼒短缺、⽼齡化加深等⼈⼝問題的主要措施。但有分析認為，這種「⼀
⼑切」的政策思路，既忽略了三個⾯向所涉及的不同問題，與公⺠在其中牽涉的個體權益，因⽽未必能達到預期效
果。
此前，密歇根⼤學社會學和中國研究助理教授、⼈⼝學學者周韻就曾對端傳媒表⽰，其他國家⾯對低⽣育率的情況
時，會選擇開放移⺠緩解勞動⼒問題。同篇報導也提到，⽼齡化所牽涉的養⽼⾦虧空問題，也涵蓋養⽼⾦改⾰、發
放標準等⾯向，⽼齡群體的社區、家庭等⽀持，也是只看⽣育率無法解決的問題。
⾹港科技⼤學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教授 Stuart Gietel-Basten 在接受專業醫學期刊《柳葉⼑》（The Lancet）的採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827-opinion-china-social-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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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也分析，「三孩」相關政策可能引起類似「⼆胎」時短暫的嬰兒潮，出⽣率在2022年迎來短暫急遽上升後，⼜
連續下降，回落⾄此前低⽣育率的⽔平。
「雙減」的落地使⼤量教培從業者失業，但也催⽣了「素質教育培訓」、「體育培訓」等產業，更多的教育培訓機
構則轉為地下，⾼額「⼀對⼀」、「保⺟式家教」等新聞層出不窮。
與此同時，「雙減」和職校教育的並⾏推進，引起⺠間對教育公平更多的疑慮。⼈們擔憂，社會性優質教育資源被
打空，可能加⼤原本的地區間、校間教育資源不均等，多元、個性的教育也將以更⾼成本的形式呈現，階級和財富
不均將更為固化。
受到「雙減」影響的，也不只是家⻑與教培從業者。12⽉4⽇，中國教育三⼗⼈論壇第⼋屆年會中，各地學校校⻑討
論了「雙減」對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內教育的影響。新教育研究院院⻑、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李鎮西，援引對
全國6653名中⼩學教師調查問卷的結果表⽰，超過8成教師表⽰⼯作時間延⻑，77%的教師感覺⼯作壓⼒增⼤，有教
師直⾔這樣的⼯作安排「影響到個⼈⽣活，開始不愛這份⼯作了」。
⾯對⼤量教培從業者失業和家⻑、學⽣的補習需求，政府也開始「官⽅補課計劃」。12⽉7⽇，北京市印發了《北京
市中學教師開放型在線輔導計劃（試⾏）》通知，規定參與輔導的教師可以獲得學⽣⽀付的積分，這些積分可兑換
相應的輔導績，學⽣免費參與輔導，績效由北京市政府財政發放。不過這⼀做法也可能產⽣新的問題：除了教師學
⽣時間不匹配、學⽣惡意評價等問題外，北京市地⽅財政富裕，財政撥款彌補市場的做法在其他財政緊俏的地區未
必可⾏。
疊加城鄉⽣育率、⽼齡化差距的加⼤，這⼀系列⼈⼝與教育領域的措施是否會加劇中國⽬前社會中的階級分層和差
距，或許只能交給時間驗證。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1)01295-2/fulltext


2021年5⽉4⽇，流量明星張哲瀚（中）出席蘇州市⼀個活動。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整治飯圈
今年對飯圈的強⼒打擊始於5⽉初，多家官⽅媒體點名選秀節⽬《⻘春有你3》粉絲為了給偶像「打投」⽽批量倒掉
⽜奶的現象，並將⽭頭指向「飯圈⽂化中的亂象和粉絲經濟延伸出的畸形產業」。「飯圈亂象」隨之成為網信辦今
年的重點整治任務。
6⽉15⽇，網信辦開始為期兩個⽉的「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動。兩個⽉之後，網信辦宣布繼續對飯圈重
拳出擊，要求「取消明星藝⼈榜單」、「嚴禁呈現互撕信息」等等。嚴打期間，微博封禁了⼤量粉絲的「打投」、
「反⿊」群組，⾖瓣「鵝組」也被停⽤整改兩個⽉，根據《光明⽇報》11⽉報導，網信辦6⽉開始的⾏動「累計清理
負⾯有害信息40餘萬條，處置違規賬號2萬多個、群主6500多個，解散話題3000多個」。
整治飯圈的⾏動是中國官⽅對互聯網持續性的控制和清理過程中的⼀環。2014年，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組
成⽴，習近平親任組⻑，下設辦事機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組辦公室（簡稱「網信辦」），「微信⼗
條」、「賬號⼗條」、「約談⼗條」等⽂件在這⼀背景下出台。2016年，網信辦就開始「清朗」⾏動，重點打擊⾊
情和暴⼒。2020年的「清朗」⾏動⼜指向未成年⼈網絡環境。2021年的「清朗」⾏動則以飯圈為主要打擊⽬標，並
有了「飯圈治理新⼗條」。
對明星的調查和封殺成為今年「清朗」⾏動中最具威懾⼒的部分。8⽉，流量明星張哲瀚因在靖國神社前的舊照⾵波
遭遇官⽅媒體的接連批判，隨後中國演出⾏業協會帶頭封殺他，張哲瀚社交媒體賬號被封禁，⾳樂、影視作品全部
下架。同⽉，因涉嫌性侵⽽被刑事拘留的明星吳亦凡，因代孕事件、「天價⽚酬」⽽引發⾵波的明星鄭爽也遭遇封
殺。明星趙薇的信息也⼀度被全⾯刪除，連電視劇《還珠格格》的百度百科⾴⾯都刪去了她（作為主演）的名字，
但官⽅⾄今沒有公開具體原因。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6QJ9TU05128VKN.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1/0827/c1001-32210189.html


2018年10⽉17⽇，趙薇出席⼀個電影宣傳活動。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分析：從網絡空間治理到意識形態整頓
整治飯圈不僅是網絡空間治理，還是⼀次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整頓。《紐約時報》分析，對追星和粉絲團的限制是因
為「官員們越來越擔⼼對網絡關注毫無節制的追求正在毒害中國年輕⼈的思想」，也表明中共「要在規範⽂化⽅⾯
發揮越來越強勢的作⽤」。
哈佛⼤學肯尼迪學院國際事務教授 Anthony Saich 接受《⼤西洋⽉刊》採訪時 提到，習近平「試圖徹底重塑經濟和
社會，將其推向⼀個更加社會主義的⽅向」。他說，這場（全⾯控制社會）的運動是「家⻑制」的，中共「認為⾃
⼰是國家和社會的道德仲裁者」。端傳媒⼀篇評論也指出，追星的年輕⼈⻑期處在個⼈主義和主流話語的拉鋸之
中，在「清朗⾏動」之前，飯圈對公權⼒的讓「主動迎合」和「刻意討好」讓飯圈獲得了⼀定的空間，⽽倒奶事件
讓「飯圈亂象」升級為意識形態問題，公權⼒開始認真清理飯圈。
除了整頓飯圈之外，今年對娛樂圈的意識形態整肅中，最為矚⽬的是對「娘炮」的攻擊。先是黨報《光明⽇報》刊
⽂反對選秀節⽬塑造「娘炮形象」，並認為主旋律電視劇《覺醒年代》、《⼭海情》中的形象才是值得⻘少年欣賞
的。《光明⽇報》的另⼀篇評論，指出吳京、成⿓這樣的硬漢形象才是好的偶像。9⽉2⽇，廣電總局在⽂件中正式
表⽰「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在⺠間和半官⽅場合，「娘炮審美」是美國和平演變的⼀部分、危及國家安全的論
述也頗受歡迎。
整治「飯圈亂象」由粉絲群體⼊⼿，觸及明星，最終指向的是資本。《北京⻘年報》在⼀篇評論中稱「飯圈亂象」
主要是「貪婪的資本⼀⼿導演⽽成」，資本、平台和利益集團是罪魁禍⾸。新華社則挪⽤「⾲菜」來形容追星的粉
絲，這⼀名詞本來指的被權⼒壓榨的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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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表題為《斬斷娛樂圈亂象背後的資本鏈條》的⽂章，稱飯圈亂象的根源是資本逐利，
「如果任由資本在⽂藝界無序擴張，就會失去⽂藝為⼈⺠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作⽤，就會⽡解中華⺠族的精神
家園」。12⽉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稱「絕不能任由資本在⽂藝界無序擴張，放任違法失德藝⼈橫
⾏，操控⻘少年的消費習慣，攫取經濟利益。」
整治飯圈，也意味着國家對⻘少年追星⾏為的態度發⽣了明顯轉變。2019年⾹港反修例運動期間，飯圈⼥孩翻牆
「出征」、以飯圈話語愛國（「守護最好的阿中哥哥」）的⾏動得到了共⻘團中央等官⽅機構的⼤⼒讚賞。之後官
⽅也多次努⼒收編飯圈⽂化，⾃製偶像（⽕神⼭的挖掘機、江⼭嬌等），但未⾒明顯成效。以愛國作為意識形態
「收編」盤根錯節的飯圈，已是不可能的任務，從國家的視⻆看，飯圈已經被資本深度操控。

2021年10⽉22⽇，北京，外賣平台美團的⼯作⼈員在電影院觀看《⻑津湖》前合影。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影響：飯圈粉碎，⽂藝「正能量化」
可⾒的飯圈在「清朗」⾏動中被打散了。粉絲組織在主動或被動消失，根據《經濟觀察報》的報導，明星的微博粉
絲數據組、反⿊組、網宣組主動改名並停⽌更新。許多以「粉絲」為名的群組都被封禁，「如果不是內部粉絲，在
社交平台上，再也搜索不出這些粉絲數萬甚⾄數⼗萬的賬號」。平台也竭⼒整改以符合規範，微博明星榜、CP 榜取
消，粉絲集資軟件 Owhat 下架，QQ⾳樂和網易雲⾳樂限購明星歌曲。平台開始要求明星為粉絲的「不理智」⾏為
負責。⽐如明星趙麗穎的粉絲「引戰」，趙麗穎⼯作室微博因「管理失位」被禁⾔15天。⼀些粉絲甚⾄提出「進娛
樂圈必須先政審」的訴求。
廣電總局在⼀份關於⽂藝節⽬的通告中，要求電視台「抵制違法失德⼈員」、「不得播出偶像養成類節⽬」，並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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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座談會，要求⽂藝從業者「始終把愛黨愛國作為本分、作為職責」。10⽉29⽇，中宣部、廣電總局就「過度娛樂
化、追星炒星等問題」約談上海、江蘇、浙江、湖南廣播電視台，要求堅決整改。11⽉23⽇，網信辦發布通知，宣
布將「建⽴負⾯清單」，違法失德明星在全網都不得復出。同⼀天，中國演出⾏業協會公布了第九批網絡主播警⽰
名單，明確禁⽌吳亦凡、鄭爽、張哲瀚轉型為網絡主播。
⼀是⼼繫⺠族復興偉業，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是堅守⼈⺠⽴場，書寫⽣⽣不息的⼈⺠史詩；三是
堅持守正創新，⽤跟上時代的精品⼒作開拓⽂藝新境界；四是⽤情⽤⼒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
敬的中國形象；五是堅持弘揚正道，在追求德藝雙馨中成就⼈⽣價值。
——習近平對⽂藝⼯作者提出的5點希望
平台也開始⾃查⾃糾。各⼤平台宣布未來幾年不再製作偶像選秀綜藝，受平台重視的耽美題材改編電視劇也被點名
限制，不再能播出。平台轉⽽在意識形態⿎勵的⽅向尋找創作空間。以娛樂性聞名的湖南衞視公布2022年綜藝節⽬
的⽚單，推出了多部「正能量綜藝」，⽐如關注中國傳統⽂化、⺠俗⺠⾵的《中國婚禮》、《國⾵唱將》，關注消
防員的《烈⽕雄⼼》。
⽂藝作品向主流價值觀靠攏，甚⾄為意識形態⼯作尋找突破⼝，已經成為可⾒的趨勢。湖南衞視製作的真⼈秀節⽬
《披荊斬棘的哥哥》創造出「⼤灣區哥哥」的提法後，⼜推出《⼤灣仔的夜》，為國家強調「⼤灣區」⽽淡化「⾹
港」的宣傳策略添了⼀把⽕。以「愛國」為標籤的演員吳京主演的關於朝鮮戰爭的電影《⻑津湖》，也在全⽅位的
助推下超越《戰狼2》成為中國的電影票房影史冠軍。
楊睿、陳⼀朵對本⽂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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