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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16 日，第四届
“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线下赛在郑州高
新区网络安全科技馆启动，从线上赛脱颖而出
的32支战队，将进行3天的激烈比赛。据悉，这
是今年第一场国家级线下网络安全竞赛。

第四届“强网杯”由中央网信办、河南省人
民政府共同指导，省委网信办、郑州市人民政
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
学联合主办。“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自
2015年创办以来，高度重视赛题质量和赛制创
新，严密组织流程，逐渐形成了网络安全竞赛品
牌效应，推动了网络安全竞赛高质量发展。本
届比赛还同步组织了青少年专项赛、创新作品
赛，助力网络安全竞赛和人才培养、技术创新、
产业发展、科学普及相结合。

作为中央网信办指导的国家级网络安全赛
事，“强网杯”已成为网络安全竞赛领域的标杆
品牌，助力我国网信事业健康发展。大赛自报
名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共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121支战队，报名参赛人
数20061人，汇聚了多支知名网安战队。

第四届“强网杯”线下赛分为攻防混战和巅
峰对决两个阶段。其中，攻防混战采用与国际接
轨的“攻防对抗+逃逸破解”双竞赛模式，遴选出
3支最强队伍进入巅峰对决阶段，争夺强网桂冠。

第四届“强网杯”赛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命题组牵头负责，涵
盖密码分析、移动安全、浏览器安全、物联网设
备安全分析、虚拟机逃逸、区块链安全等新兴技
术领域和前沿安全热点，让选手在实战化的比
拼中，深入了解新技术应用场景和新技术潜在
安全风险，提高安全保障能力。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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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林）9月 16日，2020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智慧城市安全论坛在郑
州举行，意在有效探索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安
全问题。

论坛现场，众多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企
业负责人围绕“数字赋能守护，城市智慧更安
全”主题，共同探讨智慧城市安全建设的发展
成果以及未来走向，分享安全领域前沿动态、
交流安全建设成功案例，为智慧城市安全发
展贡献真知灼见，在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的同时，全面提升城市的安全等级，为
人民群众打造安居、宜居、乐居的智慧城市。

“数字信任体系是良性数字经济市
场的基础、是现代政府数字治理的关
键、是加快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
在主题演讲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
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惠志斌从
多方面阐述了数字信任体系建
设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
意义，并建议郑州在建设智

慧城市时要制定底层数字信
任体系建设的规划策略。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
研究所所长魏亮认为，5G网络从

传输通道全面升级为数字化赋能的
承载基石，新型基础设施将构建数字

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支撑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信息协会信息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陈晓桦、郑州市电子政务中心主任盛铎、华
为安全产品线副总裁王帆等专家，就新基建
安全挑战、郑州智慧城市建设、构筑智慧城市
安全空间等热点话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
果和经验实践，为郑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提供
了遵循、指明了方向。③9

本报讯（记者 栾姗）9月 16日，2020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主题论坛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国通信系统的
政府官员、专家、企业家会聚一堂，共同探讨
新基建浪潮下网络安全机遇与挑战。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测算，
2019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达到1563.59
亿元，较 2018年增长 17.1%，预计 2020年产
业规模约为1702亿元。近年来，我国网络安
全产业促进政策的不断加码、产品体系的逐
步完善、生态建设的持续推进，都为产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孙力说：“加强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坚持网络安全技术、人才融合发
展，网络安全综合保障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有
效保障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总工程师王宝友
说：“相比消费互联网用户群的一致性，工业互
联网用户群则表现出差异性，千行百业各不相
同。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的能力，将变成一种
可定制的服务，工业互联网企业可以根据自己
面临的威胁、成本、人才和运行阶段按需使用。”

“5G是一张网，却不仅仅是一张网，5G
把自己化身为一种通用能力，融入千行百业，
助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张侃
说，5G兴、百业兴，百业兴、5G兴，融合共生、
协同发展。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吴志新说：“车联网安全整体仍处于起步阶
段，需要汽车业界的共同参与和相关的联动
配合，凝聚行业力量，从技术、标准、管理甚至
到产业体系以及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继续加大
研发创新和投资力度，构建以人为中心的车
联网网络安全体系。”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轮值总裁胡郁
说：“网络安全的本质是技术对抗，保障网络
安全离不开网络安全技术和产业的有力支
撑。随着互联网的增速发展，传统的安全设
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成为发展趋势。”

大家一致认为，5G是新基建的龙头，更
是新技术革命的加速器。不是通信运营
企业一家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参与的

“大合唱”，维护 5G安全需要产业链各方
协同推进。

论坛上还举办了中国网络安全产业公共
服务平台暨《中国网络安全产业白皮书
（2020）》发布仪式。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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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宣讲员迎接
到会嘉宾⑨ 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共建网络生态 共赢智慧未来

网络安全郑在发声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臧佳佳）“黑
客、病毒、蠕虫、木马、垃圾邮件、僵尸网络、钓鱼软
件等，已经成为影响网络安全的不和谐因素。
怎么保护网络安全？‘防火墙’相当于门卫，‘异
常流量清洗’相当于交警，‘入侵防御’相当于保
镖，‘入侵检测’相当于摄像头，‘上网行为管理’
相当于物业公司……”

9月14日上午，在漯河市2020年网络安全宣
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暨网络安全峰会上，华为公司
安全产品及解决方案拓展部技术总监梅风雷的一
番话令不少人对网络安全有了最真切的理解。

“网络安全，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必须从我做起。”梅风雷建议，个人在日常网络安
全防护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经常清理电脑垃圾，
检测系统安全状态，及时更新系统漏洞补丁；杜绝
好奇心，不访问垃圾网站，不打开垃圾邮件，不从
非正规的APP平台下载软件；做好个人信息资料
的保护，不在非法网站上提交个人信息，不要相信
天上掉馅饼；做好个人密码的管理，不同账户采用
不同的密码，密码设置要复杂；手机开锁和支付时
建议使用刷脸或指纹方式，避免手势和密码输入
被“有心人”看到；公共Wi-Fi少连接，手机广告短
信链接不要点，传销电话不要理会。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李子耀）9月 14日，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图书馆里人声鼎沸，信阳市 2020年网络安全
宣传周在此拉开帷幕。本次信阳市网络安全宣
传周针对金融、电信等重点领域和行业网络安
全问题，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市营
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对群众来说，网络安全看不见、摸不着，此次
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展，可以强化大家的网络安全
意识，提升网民网络技能，让大家都参与网络安全
建设。”活动特邀网络专家韩明畅告诉记者。

近年来，信阳市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建立
和完善网信委成员单位工作协调、信息通报、联席
会议等制度，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网络安全统筹和
管理防护，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隐患排查、网络安
全宣传教育等活动，网络安全工作水平显著提升。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 22日，其间
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
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以及网络
安全挑战赛等活动。③8

辨别网络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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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
第八小学的学生在
河南省信息安全产
业展览馆参观。⑨3

张涛 摄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密码是网络安全
的核心要件，更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支撑。“如
何充分发挥密码技术、如何发挥好密码技术
在整个网络安全中的作用，需要我们认真思
考。”在 9月 16日举办的“密码攻防与网络空
间安全分论坛”上，中科院院士郑建华给与会
专家“出题”。

这次论坛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论
坛之一，来自国家密码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
深耕密码行业的院士、学者及企业人士会聚
一堂，共同探讨如何推进密码技术应用、构建
网络空间新安全体制。

“进入网络空间和数字经济新时
代，密码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国家密码管理局的霍炜表示，密
码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将成为
新方向，国家正在支持并规范
商用密码在信息领域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中的应
用。

当前密码产业规模仅
占信息产业的千分之三。“大
多数省份都争相建设信息基
础设施，但在密码产业领域还

‘一穷二白’，早起步的省份将占
据密码产业发展先机。”霍炜建议，
地方政府要主动规划、及早布局，拿
出需求亮给市场，积极打造产业链。

“这次来河南，看到中原科技城解决了密
码和信托领域融合的问题，我觉得河南是走
在前面了。”霍炜认为，河南在能源交通、数字
农业、智能电网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密码产业
应用空间，还拥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
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技术优势，应当围绕市
场需求加强密码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尽快
把全国优秀的密码资源和人才凝聚到河南和
郑州来，建成密码产业生态，很可能会打造出
一张全国性的亮丽名片。

来自国内高校、企业的十几位学者专家，
在论坛上分享了密码在金融、电力、物联网、
轨道交通等重要领域及复杂信息网络环境下

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思路，深入探
讨了如何促进密码研究与实
际应用的结合，如何推动密

码与数字经济融合，如何
发挥好密码技术在网络安

全中的作用。③9

密码技术产业
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