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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内容回顾：

2014年

首届网安周设置启动日、政务日、金融日等７
个主题宣传日，分别围绕网络安全重点领域开展专
题宣传活动

2015年

把青少年网络安全宣传教育作为重点，大力培
育新一代“中国好网民”

2016年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办，首次在地方城市
（武汉）举行，首次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首
次表彰网络安全先进典型

2017年

突出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首次开展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评
选活动

2018年

首次打造网络安全大赛活动——“巅峰极客”
网络安全技能挑战赛

2019年

网络安全博览会首次设置 3000平方米的互动
体验区，利用先进技术吸引广大群众深度参与。在
闭幕式上，网安周“接力棒”交到郑州手中。③8

网安周知多少
□本报记者 陈小平

从2014年首届网安周在北京亮相，到第七

届网安周在郑州启幕；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

络文明”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网安周已成为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一

张亮丽名片。

今年网安周有啥亮点？历年网安周有哪些

主要内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本报记者 李鹏

中华、中原、天地之中，知网、强网、
网安天下。9月 14日下午，2020年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
作为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重磅活动，此次
高峰论坛吸引了多位权威专家学者和行
业领军人物，相聚黄河之滨，论道网络安
全。

迫切需要高层次人才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
竞争。网络空间安全迫切需要高层次人
才，已成为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共识。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发言指出，加强基
础研究和掌握核心技术才是解决网络空
间安全问题的关键，要依据网络空间安
全的学科特点，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精
准科研投入，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加强
国际交流和合作。

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高层次人
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
工程大学校长郭云飞认为，网络空间安
全人才要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有复合的
知识结构，有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有宽
广的国际视野。要通过校际联合、
产教融合等多种方式拓展人才
培养渠道。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滴滴累积了海量数据，在企业发展
的同时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
我们把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放在首
位，严格落实好网络安全责任制。”论坛
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程维分享了滴滴如何利用制度和
技术来筑起企业网络安全“四梁八柱”。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大渐强，中
国互联网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5G的兴
起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网络场景，
但同时5G时代边界模糊，企业安全面临
的威胁也将增多。亚信联合创始人、宽
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认为：“要‘制
定好交通规则再起步上路’，
真正做到无安全不5G。”

网络安全靠人民

我们手机里的 APP 是否在偷听？
人脸识别为何备受质疑？APP专项治理
工作组专家何延哲在《APP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评估难点问题解析》主
旨发言中指出，超范围收集与功能无关
的个人信息、强制或频繁索要无关权限、
存在不合理免责条款、无法注
销账号等已成为被反

映最多的问题。
网络安全靠人民，依靠你我，也关乎

你我。何延哲表示，APP专项工作开展
以来，通过举报平台，典型问题已得到明
显改善。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
育和知识科普，“在数据价值之下，更为
关注人的价值”。③9

上海胡润百富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润

“ 政 府 与 企 业 携 手 打 造

良 好 网 络 安 全 大 生 态 的 背

后 ，少 不 了 来 自 区 块 链 、芯

片、大数据、跨境电商等新经

济领域的企业家力量。”③9

中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主任
张峰

“网络安全已经是国家、社

会、企业乃至个人绕不开的重要

命题，各领域及每个个体携手共

建互联网安全大生态，发展网络

安全行业是当务之急。”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CEO 李雪莹

“在‘零信任’的应用上，天融信

将在网络安全国产化、行业化、服务

化、智能化四大趋势的推动下持续

落地‘零信任’理念，帮助用户完成在

‘零信任’产学研用生态链中‘用’的

建设，助力网络安全大生态建设。”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范渊

“工业数字化转型，是在价

值驱动的商业环境当中，全面实

现商业关系数字化、资产数字

化、流程自动化、数据分

析与数据关联智能化。”

新华三集团高级副总
裁 张力

“应对未来网络战的威

胁，需要共建分布式安全大

脑，企业输出分享网络安全

大脑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协

助政府部门建设网络安全基

础设施，帮助生态伙伴打造

自己的安全大脑。”

今年亮点

数字化展会：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大背景下，今年网安周通过
搭建数字化展会，为网民提供直观生动的线上参观
体验。数字化展会综合运用3D建模、H5、线上直播
等技术，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中国电信、工商银行
等100余家互联网和网络安全知名企业参加

网络安全科技馆：

郑州建成了国内首个网络安全科技馆。该馆展
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展陈涵盖了网络空间安全、计
算机、通信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内容

首次推出网安周特别节目：

设置大咖打 call、助力网安周等内容，首次在
“学习强国”平台引入网络安全答题，首次开设线
上课堂等

可参与网安周线上活动：

只需登录www.gjwlaqxcz.cn就可参与网安周
所有线上活动，包括有奖答题、网上逛展、课程学习、
在线评价等，在寓教于乐中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

□本报记者 栾姗

9 月 14 日 上 午 ，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之网络安全产

业发展座谈会在郑州举

行，来自国内信息软件

领域的企业家代表竞相

发言，探讨共同打造良

好网络安全大生态的

“郑州方案”。

上 图 9 月 14 日 ，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高峰论坛在郑州举
行，会议现场嘉宾云
集。⑨6 本报记者
蔡迅翔 摄

嘉宾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上接第一版）我们将以这次宣传周举办为契机，提高
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维护群众安全利益，促
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氛围进一步形成、步伐进一步
加快、水平进一步提升，为我国网络安全事业发展作出
郑州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冯登国、
信息工程大学校长郭云飞、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 CEO程维、360集团董事长兼 CEO周鸿祎、亚信
联合创始人田溯宁、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深信服
董事长何朝曦、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何延哲作主
旨发言。

王国生、庄荣文、尹弘等领导参观了网络安全科技馆。
会前，王国生、尹弘会见了出席高峰论坛的院士专家

和重点网络安全企业负责人。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赵泽良、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

中央有关部委和部分省市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互联网和
网络安全领域的院士、专家、知名学者和著名企业家参加
了论坛。省领导穆为民、江凌、张维宁、王新伟、钱国玉等
出席。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 201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
本届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主要活动包括高峰论坛、数字化展会、“强网杯”
挑战赛等，其间还将举办系列主题日活动。③8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高峰论坛在郑举行

□本报记者 栾姗

9月 14日，在郑州举行
的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之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座谈会上，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数字化将是
未来 10年的主旋律，360集团将深度

参与河南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助力河南打
造网络安全新高地。

周鸿祎认为，网络安全产业前景广阔，未
来必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性产业。

作为一名河南籍企业家，周鸿祎时常会
回“老家河南”看看。他说：“在过去一年里，
360集团深切地感受到了河南省、郑州市各级
领导对发展网络安全产业的高度重视。比
如，郑州市地处中原，区位优势明显，充分发
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能够为创
建国家网络安全产业示范基地和打造千亿级
网络安全产业集群提供良好环境。”

同时，作为网络安全行业的一个老兵，周
鸿祎诙谐地说：“我在这里向老乡们表个态，
360集团一定深度参与河南网络安全事业，为
河南发展网络安全产业、保护数字经济、城市

运行、企事业单位网络安全贡献最大的力量。”
此次周鸿祎带着“大礼包”，满怀诚意投资

家乡建设。据悉，360集团将与郑州市强强联
合，双方在郑州高新区共建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基地重大基础设施暨360集团中原总部项目，
涵盖建设国家级网络安全大脑中部节点、建设
一系列国家级高水准的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本
地化安全运营团队等。“我们致力于提升城市
网络安全综合防御能力，营造河南网络安全产
业生态，为郑州打造中部地区数字‘第一城’筑
牢安全基座。”周鸿祎说。③9

360将在郑州建中原总部

相聚黄河之滨
论道网络安全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高峰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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