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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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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 聘

●长期招水电预埋安装工人
6--8千元包吃住15803897686

出租仓库厂院

●厂院十亩食品优先13503865210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专业清洗保洁13663711996

家电维修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声 明

●张民军,郑州大学成人高等
教育临床医疗专业专科毕业
证丢失，证书编号:985346，
声明作废。

●宋玉华，河南科技大学妇幼
卫生专业专科毕业证丢失，
证书编号10464120070600
0621，声明作废。
●编号 J370160418，姓名宋奕
梵，出生日期 2009年 6月 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阴剑桥，1993年 7月毕业于
河南省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
证丢失，证书编号：93008
33，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居然之家飞
丽建材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10100MA45DM8007)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刘用田
律师执业证遗失，证号:1410
5199310163658，流水号:1
0945348。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1142494，姓名为
李雨轩，出生日期为 2013年 1
月 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十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
4910032846001,账号：255
923937540，声明作废。
●张淑萍郑房权字第060101
0178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
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胡国保，河南教育学院成人
高等教育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911098，声明作废。
●靳闪闪，河南教育学院数学
教育专业专科毕业证丢失，
证 书 编 号 50699120100690
0651，声明作废。
●赵瑞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
不慎丢失，毕业时间 2016年
7 月 1 日编号 NO:312016060
02788声明作废
●李珂珂遗失郑州大学学生证，
学号20163320119，特此声明。

公 告

●寻亲公告自称李刚
男约50岁2018年8
月15日该人在经开
区第一大街与经北
五路交叉口流浪经开区公安
分局将人护送来站有知情者
自登报 15日内与郑州市救助
管理站联系 0371-68953510
●注销公告：
河南白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
0100770891137M） 股 东 会
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一问：天量信息泄露可能
产生哪些危害？

28日，网络流传一张黑客出
售华住酒店集团客户数据的截
图，其中涉及姓名、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开房记录等众多敏
感信息，大约5亿条，全部信息
打包价为8比特币——约38万
元人民币，并给出了测试数据。

华住酒店集团公关负责
人魏佳29日对记者表示，公
司正在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目前，上海长宁警方也已介
入调查。

记者随机测试了7个测
试数据中的电话号码，除了一
个没有打通之外，其他号码与
姓名都是相符的。有些测试
对象表示近期确实入住过华
住相关的酒店，还不知道个人
信息可能泄露。

这些个人信息被泄露可
能产生什么风险？

较早公布这一泄露消息
的国内民间互联网组织“网
络尖刀”团队创始人之一曲
子龙分析，用户隐私数据泄
露是一个特别多元的利益
链，数据“黑市”由多种身份
参与者组成：其中，订单信息
泄露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电信诈骗”；身份信息可能

被不法分子冒用到一些审核
不严谨的P2P或其他金融平
台借贷；行为数据可能被一
些违规营销公司做所谓的

“大数据营销”；用户账户密
码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在互
联网上撞库攻击盗取新的数
据信息。

二问：信息可能是从何种
渠道泄露？

目前，关于信息的泄露渠
道尚在核查中。曲子龙29日
向记者表示，数据是否泄露、
如果泄露具体因何引起，目前
都是通过手中有限的内容推
断的，具体情况还要等警方调
查、华住集团核查的结果出来
后才能得知。

据介绍，信息泄露的主要
渠道有三种：企业或外包公司
安全意识不足，导致系统安全
体系不完善；内部员工或离职
员工主动泄露；黑客恶意攻击。

研究机构发布的《2018网
络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指出，

“网络黑灰产”每天都会发起17
亿次的恶意访问试图窃取数据。

不少专家认为，目前，一
些互联网企业和正处于信息
化转型的传统公司，用户信息
高度聚集，但安全意识却没能

同步升级。

三问：信息一旦泄露如何
尽量减少损失？

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损失
能够挽回吗？专家介绍，与其
他物品被盗相比，个人信息一
旦泄露，理论上可以进行无限
复制，只要有任意一个拥有者
继续传播，就无法彻底追回。

专家说，通过修改密码，
可以减少更多信息被泄露的
可能性。有华住账号的用户，
可以立即修改账号密码；如果
多个网站都使用同一个密码，
和华住一样密码的网站密码
也应同步修改。

对于公司来说，必须切实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投入，
加大对数据的加密行为、设置
更为清晰的隐私策略和权限，
重要数据库只允许内网访问。

四问：如何避免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涉及信息泄露的企业该负
哪些法律责任？裴智勇说，如
果网站此前接收到漏洞报告却
没有及时主动处理，属于重大
过失的，需要承担较大的法律
责任；如果这个攻击技术是从
未出现过的、业界任何人都防
不住的，则法律责任相对较轻，

“但后面这种情况很少见”。
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

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
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
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
露、损毁、丢失。

《2018网络黑灰产治理研
究报告》指出，由于犯罪技术更
加平民化，黑灰产技术犯罪的
成本正逐步降低。因此必须加
大治理力度，坚决打击黑灰产。

专家提醒消费者慎重注册
APP和扫二维码，提高密码设
置难度，不同平台使用不同密
码，并设置字母＋数字＋符号
的加强密码，注意不定期修改
密码。新华社上海8月30日电

有何危害？内鬼还是黑客?如何应对和避免？

四问5亿条开房信息疑似泄露事件

“华住5亿条个人信息疑似泄露”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目前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针对公众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新华视
点”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与专家。

据新华社北京8月 30
日电 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涉黑犯
罪，公安部30日发出A级
通缉令，公开通缉10名重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逃
人员。被通缉的10名在逃

人员是：耿建平、陈富香、张
健、刘丝家、吴强、陈声清、
王涛、卫才营、姚雄波、叶富
林。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
协助缉捕有功的单位或个
人，公安机关将给予奖励。

公安部公开通缉
10名涉黑在逃人员

据人民网北京8月30日
电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由于近期部分地区中小
学附近的文具店向学生出售
电子烟，且部分电商平台上
也存在“学生电子烟”的售卖
批发的现象。对此，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烟草
专卖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禁
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
通告》。《通告》要求，我国市
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
电子烟。

《通告》显示，目前我国
还没有正式颁布电子烟的国

家标准，市场上在售的各类
电子烟产品，在原材料选择、
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质量
控制等方面随意性较强，电
子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部
分产品可能存在烟油泄漏、
劣质电池、不安全成分添加
等质量安全隐患。此外,大
部分电子烟的核心消费成分
是经提纯的烟碱即尼古丁，
尼古丁属于剧毒化学品，未
成年人呼吸系统尚未发育成
形，吸入此类雾化物会对肺
部功能产生不良影响。

市场监管总局：
禁止向未成年人卖电子烟

据新华社哈尔滨8月30
日电 记者30日从哈尔滨警
方得到证实，哈尔滨市松北
区北龙温泉酒店重大消防责
任事故案在逃犯罪嫌疑人李
艳滨已经被抓获。

据了解，8月25日，哈尔
滨市松北区北龙温泉酒店发
生一起重大消防责任事故
案，事故共导致20人死亡,
主要犯罪嫌疑人李艳滨在
逃。

哈尔滨酒店火灾事故案
在逃犯罪嫌疑人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