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將實施網安審查
防他國非法收集用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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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國家網
際網路信息辦公室22日稱
，為維護國家網絡安全、
保障中國用戶合法利益，
中國即將推出網絡安全審
查制度。該項制度規定，
關係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的系統使用的重要技術產品和服務，應通過網絡
安全審查。此舉旨在防止產品提供者非法收集、
存儲、處理和利用用戶有關信息。據了解，中國
將圍繞着增強國家網絡空間安全的目標，出台一
系列規劃、制度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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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步瀟瀟北京二十二
日電】中國國家互
聯網信息辦公室22

日宣布將出台網絡安全審查制度。網絡信息專家對
此指出，中國網絡安全水平和保障能力相對薄弱，
實施網絡審查制度是維護國家網絡安全的必然之舉
，對加快網絡強國建設進程意義深遠。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執行主任李曉東對大公報
表示，網絡安全審查制度適應互聯網未來發展的需
要。中國互聯網過去20年的發展是粗獷式的發展，
很多問題隨之而來，網絡安全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他認為， 「斯諾登事件」是一個引爆點，使全
球都開始審視自身的網絡安全狀況。中國互聯網發
展到這一節點，需要更加明確法律、制度，讓虛擬
社會更加有序，實施安全審查制度勢在必行。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副院長劉多指出，建立和實
施網絡安全審查制度是多國採用的做法。中國作為
網絡大國，建立網絡安全審查制度，對國家關鍵基

礎設施和重要系統開展網絡安全審查，可以從源頭
上杜絕網絡安全風險隱患，確保用戶安全、公共安
全、國家安全。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認為，網絡安全審查制
度對於規範網絡建設，保證網絡安全，促進國產網
絡技術產品和服務的發展會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
也使中國具備了與發達國家類似制度相抗衡的手
段。

針對該制度的具體落實，劉多表示，落實網絡
安全審查制度可以有多種方式。開展網絡安全審查
，要依靠權威專業檢測機構對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
進行技術審查，要依託專家力量深入開展專家論證
，以及對企業的誠信和安全背景等審查，從而綜合
評判和認定帶有安全風險的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信息與社會發展研究
所副所長唐嵐預計，在網絡安全審查制度出來後，
還會有相應的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明確只有符
合標準的產品才能進入中國市場，尤其是金融、交
通、電信骨幹網絡領域。

這是繼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後，中國官方
即將推出又一項網絡安全重大舉措，顯示中國在維護國家
網絡安全方面的堅定姿態。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互聯網辦公室發言人姜軍指出，
網絡和信息技術產品是否安全、是否可控，事關國家安全
，事關中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合法權
益不受侵犯。長期以來，少數國家政府和企業利用自己產
品的 「單邊壟斷」和技術 「獨霸」優勢，大規模收集敏感
數據，不但嚴重損害了廣大用戶的利益，而且對其他國家
的網絡空間安全造成巨大威脅。

這位發言人表示，近年來，中國政府部門、機構、企
業、大學及電信主幹網絡遭受大規模的侵入、監聽，深受
其害。特別是去年6月初發生的 「斯諾登事件」，為世界各
國敲響了警鐘，充分印證了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
全」這一深刻的道理。

目前，中國網民數量躍居世界第一，已成為網絡大國
，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勢在必行。網絡安全審查制度的出台
，將成為維護國家網絡安全最有效的法理依據，對於網絡
強國建設具有重大推動作用。

美「八大金剛」滲透中國網絡
據專家介紹，基於維護自身安全和社會穩定，針對信

息技術產品及其供應商開展不同形式的網絡安全審查，中
國並非第一家，在美國早有先例。2012年，美國眾議院情報
委員會就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企業進行安全審查。

據了解，中國即將推出的網絡安全審查制度，規定對
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信息技術產品及其提供者進行網絡安
全審查，審查的重點在於該產品的安全性和可控性，旨在
防止產品提供者利用提供產品的方便，非法控制、干擾、
中斷用戶系統，非法收集、存儲、處理和利用用戶有關信
息，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產品和服務，將不得在中國境內
使用。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對中新社表示，過去中國沒有
高層機構負責國家的網絡空間安全，也缺乏相應的制度，
導致中國網絡基礎設施和核心技術設備大量採購外國軟硬
件，存在着嚴重的安全隱患。

眾所周知，在中國，從手機到服務器，從辦公軟件到
操作系統，從搜索引擎到無線通信技術，美國 「八大金剛
」（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爾、蘋果、甲骨文、微
軟八大科技公司）幾乎滲透到中國網絡的每一個環節。據
報道，思科佔據中國電信163骨幹網絡約73%的份額，把持
163骨幹網所有的超級核心節點和絕大部分普通核心節點。

「『斯諾登事件』告訴人們，信息戰往往是一場 『不
宣而戰』的戰爭」，倪光南表示， 「正是由於斯諾登的揭
露，人們才認識到，信息戰並不是什麼科幻大片中的炒作
，而是已經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現實。」

網安審查將「無國別」推行
今年，中國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擔綱組長，提出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
有國家安全」，將網絡安全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並從全
局統籌謀劃中國的網絡安全國家戰略。

中國即將實施的網絡安全審查制度醞釀已久，早在議
事日程之中，且將 「無國別」實施，無論是國外產品，還
是國內產品，只要是關係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信息系統
使用的重要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都將接受檢查。

中紀委日前在京 「三轉」舉辦專題研討班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要求各級紀檢監察幹部，
圍繞監督、執紀、問責，深化轉職能、轉方式
、轉作風。這實際上是重新明確了紀委的三大
工作職責和三大着力方向，是十八大之後紀檢
改革的又一進展。

中共十八大迄今一年半時間，反腐雷霆之
勢持續不減，幾十位省部級老虎落馬，中紀委
也進行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內部機構改革和
職能調整，令反腐態勢處於近年來最具震懾、
最見成效的局面。王岐山此時提出 「三轉」，
意在承前啟後，宣示持續加壓、決不收兵、反
腐到底的決心。

在 「三轉」之中， 「轉職能」的核心，其
突出特點是進行權力的加減法。 「加」就是加
強反腐前沿工作力量。如中紀委內設紀檢監察
室由8個增加為12個。而在落馬高官最多的四
川，省紀委紀檢室由4個增至9個，增幅高達
125%。 「減」方面，各級紀委又對業務進行
了收縮，即把不該管的交還給其他主責部門，
專注於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監督
、執紀、問責三大 「主業」，不再參與與紀檢
本身無關的 「副業」。

在以往很多部委、省市縣、國企，紀委書
記、紀檢組長作為領導班子成員，除了紀檢工
作，往往還負責其他工作，有的是黨組織建設
，有的分管工青婦，甚至有的參與拆遷、招商
等事務。這一方面干擾了紀檢主業的正常開展
，另一方面也混淆模糊了紀檢部門的角色，原
本是監督者卻又成了參與者，既是裁判員又是
運動員。而此次中紀委強化 「轉職能」，令紀
委從其他雜務中抽身出來，釐清角色定位，專
注反腐主業，同時也切斷其他利益關係糾葛，
增強了工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轉方式」意即改進工作方式方法。紀委
在今後工作，既要查辦貪污賄賂案件，又注重
查辦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的案件。使政府監管
、市場調節、社會服務三者的邊界更加清晰，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助力全局改革。 「轉作風」，
也就是正人先正己， 「打鐵還需自身硬」。中紀委新設
了紀檢幹部監督室，專司查處 「內鬼」、清理門戶。5
月9日和19日，中紀委在10天之內查處了四室主任魏健
、副局級紀檢員曹立新等兩位中層幹部。這都彰顯了中
紀委打造過硬隊伍、嚴於律己、強化履職的決心。

【大公報記者張帆上
海二十二日電】聯合國秘
書長潘基文（見圖）今天
訪問復旦大學，由於現場
名額有限，記者透過復旦
師生了解到相關情況。第
七次到訪中國的潘基文感
嘆，每次來都能感受到中
國的巨大變化，他勉勵青
年學子要成為世界公民，
擁有國際化視野。

潘基文告訴同學們，
這是一個屬於變化與變革的時代。新興強國正在出現，
中國便是最好的例子。中國現在被稱為 「G2」國家，
與美國並肩。足見中國的發展是多麼迅速，超越了許多
人的想像。

另據大公報記者夏微二十二日報道，22日上午潘基
文還參加了由其親自於2010年9月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首腦會議上發起的全球性行動── 「每個婦女、每個兒
童」活動，並與上海市副市長翁鐵慧一同為上海市婦幼
保健中心揭牌。

廣東省公安廳22日公布，一個月多來破涉槍案件
338宗，其中持槍罪案、非法產銷槍彈案分別同比增加
14.3%、23%；抓獲網上涉槍逃犯232名，同比激增
52.6%；收繳槍支805支及仿真槍31.6萬支、子彈逾1.1萬
發、炸藥近7740公斤、雷管9130枚，有效遏制涉刀槍犯
罪高發態勢。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

■皖魯新增3宗H7N9病例

簡訊

■安監總局：石化企業安全

■粵1月內繳槍31.6萬支

安徽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2日通報，安徽新確
診2例H7N9病例。患者曹某與韓某分別於21日和22日確
診，均為男性，病情危重，在黃山市屯溪區和馬鞍山醫
院救治，當地正按預案積極開展相關防控工作。至此安
徽省累計報告H7N9病例14例。山東省煙台市21日也確
診1例H7N9流感病例。

【大公報記者 柏永 胡卧龍】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舉行記者會，介紹近期安全生產進展和下階段重點工
作。局長楊棟樑在回應大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目前階
段中國石油化工企業比較安全，但近10萬家的化工企業
量 「太大」，有參差不齊的情況，故不能掉以輕心，要
繼續做好工作。

楊棟樑表示，安全生產當前形勢嚴峻，事故屬多發
易發時期，將加大安全考核比重，對忽視安全、不重視
安全的領導，要給予考核懲罰，主要體現在評選先進、
幹部選拔任用等方面， 「做到一票否決」。

【大公報實習記者 趙一存】

維護國安必然之舉

北京副市長推介京交會

程紅：京港聯手拓服貿商機
【大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二日電

】第三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
易會（京交會）下周將在北京開幕。京
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
程紅今日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稱，京
港服務貿易合作發展迅速，兩地圍繞服
務業開展互利合作潛力巨大。

本屆京交會已有來自116個國家和
地區的2.47萬名客商註冊參會。以國家
和地區名義組團參展的達到17個。香港
已連續三年組織邀請知名港企組團參展
。今年的香港展區面積達到324平方米
，為三屆以來佔地面積最大的一次。

港商積極參與京交會的同時，兩地
服務貿易也在快速成長。程紅指出，香
港始終是北京最主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
。兩地都是服務經濟主導的城市，服務

貿易已經成為京港合作最主要的領域。
「北京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得益於

香港資本、管理模式的導入、人才的引
進。」程紅說。目前與香港的服務貿易
已佔北京服務貿易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2012年京港服務貿易額達374.0億美
元，佔北京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
35.6%。

京港雙向投資趨活躍
京港兩地合作在投資領域也不斷深

化。截至今年4月底，香港累計在京投
資12792家企業，實際投資306.5億美元
，分別佔全市國（境）外投資的34.2%
和37.4%。去年港商在京投資達到36億
美元。

程紅指出，近年京港間雙向投資活

躍，越來越多的北京企業借助香港 「走
出去」。去年北京企業對外投資超過30
億美元，增長159%，今年前四個月已
經達到25億美元，同比增長了四倍。北
京企業對外投資一半以上首選香港。

「香港服務業有獨特的優勢，非常
利於內地企業以更穩健的方式走向全球
。」她相信香港金融、中介、設計、營
銷、銷售等位於 「微笑曲線」兩端的服
務業企業，能夠在北京企業 「走出去」
過程中斬獲更多商機。

本屆京交會的香港展團亦將重點定
位於 「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希望通
過舉辦 「內企海外投資的成功要訣」主
題論壇，以及多場次的貿易匹配洽談活
動，成為京交會展客商中的先行者，與
內地企業聯手開拓服務貿易商機。

美起訴中國5軍官加劇摩擦
外 媒 關 注

【大公報訊】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司法部以
所謂網絡竊密為由起訴5名中國軍官，多家外媒對
此事件給予關注，並紛紛表示美國此舉將加劇中美
間摩擦，該舉動體現出美國在網絡安全方面的偽善
態度。

英國廣播公司消息稱，中美間19日針對網絡間
諜案的交鋒十分罕見。這是美國有史以來首次對 「

已知國家行為者通過網絡手段滲透美國商業目標」
的行為進行司法起訴。北京方面提出嚴正抗議。

英國《每日電訊》20日援引政治風險顧問公司
歐亞集團總裁布魯莫的分析稱，美國過去一直在向
中國政治上施壓，但自從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
局 「棱鏡」等監控計劃後，美國已喪失道德高地。

澳洲廣播公司網站20日援引澳網絡安全問題專
家的話稱，事實上，在實際行為能力方面，美國網
軍遠遠比中國複雜精密，單是斯諾登的爆料就可以
證明這一點。他的爆料在不斷展示美國網絡戰的能
力程度。

西班牙《國家報》網站19日報道，中國政府對
美國起訴5名中國軍官的做法使中美雙邊關係受到
嚴重打擊，其影響可能會持續很久，中方不能容忍
自己的國民接受外國司法機構的審判。

《美國彭博商業周刊》19日援引紐約外交學會
網絡安全及中國問題專家亞當西格爾的話稱，有報
道稱美國國安局曾對中國企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等
進行了間諜活動，這讓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認為
今天的指控是虛偽的。

潘基文訪復旦讚中國巨變

▲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
京市副市長程紅接受大公報記者
專訪 大公報記者姚勇攝

▲有外媒稱，美國網軍遠遠比中國複雜精密。
圖為網路指揮部、國家安全局和中央安全局三
個標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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