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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怕隐私泄露？网约车打造
“安全屋”
网约车安全保障分论坛在郑州举行 审查认证中心将进行首批 App 安全认证颁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小剧场、飞行棋……边玩边学

看点
滴滴致力于打造“安全屋”，即对隐私数据全方位隔离保护的安
全领域。
在环境安全方面：采取出入安检、无死角监控、现场巡检、定期
考试等措施。
在系统安全方面：采取 7×24 小时监控、人脸识别、屏幕水印、权
限管控等措施。
在使用安全方面：采取分单机制、AI 脱敏、打码变声、保密协议、
处罚制度等措施。

每 3 个打车的人，就有一个使用
网约车。网约车安全如何保障？9 月
15 日下午，作为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线下系列活动之一，网约车安全保
障分论坛在郑州举行。
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驾舱、车载
音视频保护创新技术——安全屋等，
与会专家、网约车行业代表共话网约
车行业共同打造的安全新生态。

网约车平台
打造国际化安全数据标准
“目前，国内每 3 个打车人中，至
少有 1 人使用网约车。”北京理工大
学法学院教授洪延青说。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在网约车领域，已经有超过 190 家的
平台公司取得了经营许可，有 101 万
车辆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日均
网约车的服务订单量达到了 2200 万
单。
网约车安全已经成为交通运输
新业态安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 11 月 7 日，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
院在京发布《中国网约车安全发展研
究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
显示，部分网约车企业比传统出租车
具有更高安全性，交通事故亿公里死
亡率比巡游出租车低 26%。虽然如
此，网约车安全保障问题依然是广大
民众所关注的切身话题。
与会专家表示，在车联网、物联
网时代，网约车物理空间的安全与人
身安全直接相关。那么，安全该如何
保障呢？滴滴出行、广汽如祺、上汽
享道等多家网约车重点企业代表详
细介绍了企业安全运营体系，以及自
身在发展转型、国际化开拓、安全建
设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滴滴出行 CEO 程维在 2020 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高峰论坛说，作
为中国最大的灵活就业平台之一，滴
滴出行现有 1166 万名网约车司机，
17.95 万名代驾师傅，近 6000 名两轮
车运维师傅。2020 年滴滴将投入 30

亿元安全专项经费，推动线上、线下
安全能力和安全体系的提升。
滴滴除了建设国内的网约车安
全体系外，在国际化数据安全合规上
也做了大量研发。以巴西业务为例，
滴滴严格按照《通用数据保护法》(简
称《LGPD》
）从数据防泄露、产品隐私
设置等方面提供统一的标准化隐私
合规服务，赋能所有业务产品。
广汽如祺则是推行“ 出行新净
界”打造网约车服务新高度，助推出
行行业服务向标准化与人性化发展，
打造安全、品质、可信赖的出行品牌
形象。

院士专家发声
聚焦筑牢车联网安全防线
中国工程院沈昌祥院士提出，防
止利用缺陷挖掘漏洞进行攻击是网
络安全永远的命题，按照国家网络安
全法律、战略及等保制度必须要构建
主动免疫防护的新体系，筑牢车联网
安全防线。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
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国
科学院郑建华院士以“密码技术与网
约车安全”为题，站在密码技术应用
的角度，分析了新应用新动能在发展
中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应对措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任卜哲、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主任胡
影、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常
务副主任陈建民、中国网络安全审查
技术与认证中心副处长张晓梅等专
家还分别就智慧车联网安全防护、行
业数据安全标准实践、互联网移动应
用程序安全检测和评估、App 安全
认证等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和经验实践。
张晓梅副处长还在现场带来一
个好消息：
9 月 20 日，
审查认证中心将
在北京举行首批 App 安全认证的颁
证仪式，届时将向通过认证试点的
App 运营者颁发认证证书。这也标
志着 App 安全认证工作的全面开启。

看郑州娃轻松掌握网络安全知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周星 文 许俊文 摄影

学生们通过玩飞行棋，
掌握网络安全知识。

如何为学生筑起网络安全的“防火墙”？怎样增强青少年网络
安全防护技能？9 月 15 日，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
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设立郑州师范学院、郑州市第九中学、郑州
市第四初级中学、中原区伏牛路小学四所学校作为“主题校园”。

瞧 ，一 场《不 良 游 戏 引 发 的 风
波》正在上演

效果强化
“网络”这个主题词，倡导大
家都要从自身做起，
安全上网。

学生
“小明”沉迷网络游戏，一不
小心陷入消费型不良网络诈骗，不仅
考试成绩从最初的 94 分“跌落”到现
在的 52 分，还偷偷将爸爸银行卡里
的转走为游戏“充值”，只余 0.24 元，
一下把爸爸气得晕倒在地。
看着面前的
“苦果”“
，小明”幡然
醒悟，表示再也不接触不良网络游戏
了。
“小明”由伏牛路小学六（9）班
学生侯昊文扮演，他说，通过参与小
剧场的演出，更加懂得了捍卫网络安
全的重要性。
当天，在该校的表演活动区，
《不
良游戏引发的风波》等五个网络安全
小短剧轮番上演。孩子们用诙谐的
语言、夸张的动作、亮眼的造型，把如
何安全上网、怎样防止网络诈骗等知
识贯穿其中，让人们在笑声中收获网
络安全的各种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游戏活动区，
伏牛路小学自主设计并制作的网络
安全飞行棋亮相。地面上铺着大大
的飞行棋
“地图”，学生们通过掷骰子
的方式来决定前进的步数，看谁最先
通关。在愉快地游戏中，网络安全知
识轻松被学生们 get！
在学校网络安全宣教中心，学生
们正在进行网络安全知识小测试；教
室里，
“网络安全”主题班会也在同步
进行；操场上，百米画卷前，一群小画
家低头专注地描绘着心中的网安蓝
图；在书法展示区，这里正在进行网
络安全书法比赛；手工 DIY 区，在油
纸伞、小团扇、环保袋上，孩子们用巧
手绘制出一幅幅新颖别致的作品，来
表达自己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理解
和感悟……
令人称道的是，百米画卷组成了
字 母 W 形 状 ，书 法 表 演 区 和 手 工
DIY 区组成了字母 L 形状，通过视觉

扫码、刷脸，都存有安全隐患
在郑州市第四初级中学，学生们
上了一堂特殊的网络安全教育课。
原来，平时看上去十分便捷的扫码支
付、刷脸支付，都在不经意间存在安
全隐患。同学们认真记下了如何防
范网络安全隐患，还准备回家教给父
母。
同时，社团活动也在郑州市第四
初级中学校园内展开，展示了与网络
安全有关的舞蹈、剪纸、书法和书签
等作品，以其独有的趣味性把网络安
全教育和中国传统以及现代文化有
机融合，学生体会到了新奇，学习到
了知识。
“除了网络，我们还有很多可
以参与的活动。剪纸、书法等中国传
统文化源远流长，和它们相伴，远比
沉迷于网络更有意义。”八（7）班的
焦紫阳同学说。
在郑州九中校园内，围绕本届网
安周“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
人民”这一大会主题，学生们独立创
作了近百幅
“手抄报”作品；网络安全
知识手册等网络安全产品，更是学校
为学生培养网安意识的
“私人订制”
、
特别套餐！
据 了 解 ，除 了 这 四 所“ 主 题 校
园”，郑州市还发动各级各类学校，在
疫情防控绝对安全前提下，结合各学
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专家主题
报告、网络安全主题校园剧展演、网
络安全科普大赛、网络安全主题文艺
社团活动、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网络
安全主题班会、网络安全咨询等多方
互动、线上线下的方式，不断提升青
少年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引导
大家安全上网、绿色上网，营造向上
向善的互联网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