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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
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
志宏15日介绍，4月，生产领
域稳定增长，市场需求不断扩
大，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邢志宏当日在国务院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5%，
增速比上月回落 1.1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月加快0.5个百
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8.1%，增速比上月回落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一直保持
在8%以上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投资和消费保
持平稳。国家统计局当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8.9%，增速比1月至3月回
落0.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

投资同比增长6.9%，占全部
投资的比重为61%。

房地产方面，1月至4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9.3%，增速比1月至3月加快
0.2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41655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15.7%。4月末，全国商品
房待售面积67469万平方米，
比3月末减少1341万平方米。

消费方面，统计显示，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10.7%，增速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加
快0.6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4月份经济
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
积极因素继续增加。但也要
看到，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多
变，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缓
解，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密
切关注。”邢志宏说。

中央网信办：“想哭”勒索病毒传播速度放缓

专家：小心“想哭2.0”版本来袭
微软怒斥美国政府囤积病毒武器！

自5月12日起，在全球大范围内爆发的勒索病毒“想哭”(“WannaCry”)对我国互联网络也
构成了严重安全威胁。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15日表示，该勒索病毒仍在传播，但速
度已明显放缓，对广大用户而言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是要安装安全防护软件，及时升级操作系统和
各种应用的安全补丁。专家警告称，今后数日，要谨防升级版病毒再度袭来。

该病毒是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局遭泄露的病毒武器库。美国微软公司14日发表声明，谴责美
国政府囤积电脑病毒武器。

加油卡、银行卡、网络支付无法使用

12日晚，由于受到勒索病
毒波及，中石油部分加油站出现
了加油卡、银行卡、第三方支付
等网络支付无法使用的状况。

记者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
心获悉，这种名为“想哭”的病毒
属于蠕虫式勒索软件，通过利用
编 号 为 MS17-010 的 Win-
dows 漏洞（被称为“永恒之
蓝”）主动传播感染受害者。

截至14日10时30分，国
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已监测到约
242.3万个IP地址遭受“永恒之
蓝”漏洞攻击；被该勒索软件感
染的IP地址数量近3.5万个，其

中中国境内IP约1.8万个,IP主
要分布在中国内地的广东、浙
江、北京和上海等地。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想
哭”病毒12日袭来，迄今已有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
万台电脑“中招”，影响领域包
括政府部门、医疗服务、公共交
通、邮政、通信、汽车制造业
等。俄罗斯内务部、卫生部、俄
罗斯储蓄银行、铁路系统均报
告受到攻击。英国公共卫生体
系国民保健制度（NHS）受到严
重影响，不少病人无法就医，甚
至连手术、化疗等都被取消。

国内大量行业企业内网感染

据报道，被该勒索软件入
侵后，用户主机系统内的文件会
被恶意加密，并会在桌面弹出勒
索对话框，要求受害者支付价值
数百美元的比特币到攻击者的
比特币钱包，且赎金金额还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一旦中招，用户主机系统
内的照片、图片、文档、压缩包、
音频、视频、可执行程序等几乎
所有类型的文件都将被加密，
加密文件的后缀名被统一修改
为‘.WNCRY’。”猎豹移动安全
专家李铁军说，由于该病毒使
用RSA非对称算法，没有私钥
就无法解密文件。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博
士、工程师韩志辉表示，目前
网络安全业界暂未能有效破

除该勒索软件的恶意加密行
为，用户主机一旦被勒索软件
渗透，只能通过重装操作系统
或使用专杀工具的方式来清
除勒索软件，但若用户重要数
据文件没有备份，则很难完全
直接恢复。

监测发现，国内大量行业
企业内网遭到感染，包括教育、
企业、医疗、电力、能源、银行、
交通等多个行业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由于大量内网主机没
有及时更新补丁或使用XP系
统，因此一旦有一台主机被感
染，将造成网内大规模扩散。”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博士、高级
工程师高胜说，我们已接到或看
到了多个社会重要信息系统受
攻击瘫痪的情况。

多方合力共同防范 传播速度放缓

15日一早到单位后，赖女
士就按照网上发布的病毒防
范指南“拔网线、倒数据、安补
丁”，防止自己的电脑中招。

“目前，该勒索软件还在传
播，但传播速度已经明显放缓。”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负
责人表示，事件发生后，我国公
安、工信、教育、银行、网信等有
关部门都对防范工作提出要
求。奇虎360、腾讯、安天、金山

安全等相关企业迅速开展研
究，主动提供安全服务和防范
工具。各相关媒体做了大量报
道，对提高全社会的防范意识、
遏制勒索软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负责人建议,及时升级
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的安全补
丁，设置高安全强度口令并定
期更换，不要下载安装来路不
明的应用软件，对特别重要的
数据采取备份措施等。

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
德·史密斯14日经由博客发布一
份声明，谴责美国政府部门囤积
黑客攻击工具的做法。

他说，政府大量储存安全漏
洞的问题在 2017 年显现出来。
先是“维基揭秘”网站披露美国中
央情报局储藏的安全漏洞，现在
又是窃取自美国国安局的漏洞工
具影响到全球的“视窗”用户。政
府掌握的安全漏洞屡屡被公开泄
漏，造成大规模损害。这就相当
于常规武器里美国军方的一些

“战斧”巡航导弹失窃。
包括微软在内，业界人士的

共识是：该病毒来源于美国国安
局的病毒武器库，上个月遭泄密
而公之于众。对于微软方面的指
责，美国国安局和白宫方面目前
均未作出回应。

谨防新一轮攻击

史密斯14日特别说，微软3月
已发布针对此类勒索软件的补
丁，但许多用户迟迟没有安装。

欧盟刑警组织认为，黑客组
织已经开发出升级版病毒，或于
今后数日发动新一轮攻击。

一名参与遏制病毒扩散的英
国电脑专家曾预测，“想哭2.0”可
能最早于15日来袭，而升级版病
毒将更难杀灭。

“‘想哭1.0’还能被阻止，但是
‘想哭2.0’很可能会修复先前缺
陷。除非立即给你的电脑打补
丁，否则无法保障安全，”这名电
脑专家说。

眼下，美国、英国、俄罗斯等
国都在追查这次袭击的幕后黑
手。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
国总统特朗普12日当晚下令召
集一次紧急会议，联邦调查局、国
安局随后联手展开调查。相关调
查都在初始阶段，而锁定黑客身
份的难度相当大。

据专家分析，虽然这次袭击
影响范围极广，但具体犯罪手法

“单一、不复杂”，更像是“业余选
手”所为。 综合新华社消息

犹如“战斧”导弹失窃

全球追查幕后黑手

国家统计局：
4月经济稳中向好
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1341万平方米

新华社太原 5 月 15 日
电 记者15日从山西省审计
厅获悉，山西省经济责任审计
领导小组日前安排对107名
省管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
审计，其中任中审计49名、离
任审计58名，审计对象同比
增加55名。

据介绍，为保证审计质量
和效率，审计部门将把经济责
任审计与年内开展的市级财政
决算审计、部门单位预算执行
审计、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和财
务收支审计、企业资产负债损
益审计相结合，统筹组织实施。

根据省管干部不同类别，
此次对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将重点关注贯彻中央和
山西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落实、
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财政资金和国有资
产管理、履行部门职责、推动本
部门事业发展、预算执行和效
果、对所属单位监管等情况。

此次经济责任审计涉及
市委书记、市长同步审计 4
名，山西省党政工作部门主
任、厅局长19名，省属高校、
院所、群团组织、企业负责人
23名，市检察院检察长、法院
院长、公安局局长16名，县委
书记43名，其他2名。

其中，对21名县（区）委
书记实行交叉审计，坚持党政
同责、同责同审，对领导干部
决策权、执行权、管理权和监
督权实行审计全覆盖，实行党
政领导干部“同步审”。对发
现的问题，将客观认定责任，
狠抓追责问责，为纪委、组织
部门运用审计成果提供依据。

央视消息 记者从教育部
官方网站获悉，教育部日前出
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要求公示具有举
办学历教育资质的中职学校名
单，未经公示的不得招生。要
清理和规范加分项目，大幅减
少、严格控制加分项目，取消体
育、艺术等学生加分项目。在
中职学校招生中，严禁搞区域
间、学校间生源封锁和地方保
护；严禁初中学校教师干预或

代替学生填报志愿；严禁初中
学校或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向中
职学校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
经费或实物；严禁虚假宣传欺
骗误导学生的行为。在普通高
中招生中，严禁公办普通高中
超计划、违反规定跨区域、以民
办学校名义招生，依法加强民
办学校招生管理。各地要健全
监督举报电话制度，坚决查处
违规违纪行为，并对违反五个

“严禁”的学校和有关责任人进
行公开通报。

山西对107名省管干部
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教育部：

高中阶段招生
取消体育艺术加分

微软总裁史密斯谴责美国政府囤
积电脑病毒武器。

一台中毒的电脑桌面弹出勒索对话框，要求受害者支付价值数百美元的比特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