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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卡死信息泄露
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

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要求加强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建立网络真实身份管理制度，对固定
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实施实名登记。这使得我
国多年来始终得不到贯彻执行的电话实名制
工作首次有了法律依据和支撑。

“我认为，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是电话
用户实名登记顺利实施的基础。” 工信部电信
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丛对新华
社记者介绍说，在管理制度方面，企业应当在
岗位责任、权限管理、介质存储、安全防护等方
面建立健全配套的管理制度，严格保护用户个
人信息安全；在技术手段方面，企业将进一步
完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技术措施，建立事前防
范、事中发现和阻断、事后溯源的技术手段，为
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按照工信部规章，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
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用
户信息， 不得出售和非法向他人提供用户信
息，违者将面临最高3万元的罚金，构成犯罪的
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下一步我国还将陆续出台一系列
配套规章，推动落实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建设
网络诚信体系。

能否遏制各类顽疾
几乎每个手机用户都收到过垃圾短信，近年

来“响一声”电话和电话诈骗活动也日益猖獗，但
因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人的身份信息没有登记，
或者登记的信息虚假，导致取证、查处难。

实行严格的手机实名登记以后，非实名登
记的手机卡将很难买到，这增加了犯罪分子利

用手机犯罪的风险， 有利于从源头上威慑、预
防和打击利用短信、电话等实施的违法犯罪活
动。实名登记信息将为公安机关提供违法犯罪
行为的侦查线索， 最大限度地挽回用户的损
失。此外，实名登记还能够有效地加强移动互
联网络空间淫秽色情的整治，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对此鲁春丛认为，对于犯罪分子有意通过
使用虚假伪造的身份证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的，电信企业除了自身需加强对证件真伪的鉴
别能力外，还需其他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切实
履行各自职责， 对各类有效身份证件的发放、
使用和管理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实名之后有啥好处
最近，3家电信运营商都在试推行手机刷

卡支付业务，这是在原有的手机SIM卡上增加
射频功能和安全芯片，实现基于手机的移动现
场支付系统。 这个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公交、地
铁、出租车、公共事业缴费、购物消费、门禁等
诸多领域，非常方便用户出行和支付。而开通
这个业务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手机实名制，非
实名的用户只能被拒之门外。

中国联通已明确规定，9月1日起， 尚未进
行实名登记（含登记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的老

用户，如不能及时进行补充登记，将不能办理
过户、补换卡等相关业务。

据了解，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目前是国际通
行做法。 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处于刚刚起步阶
段，目前影响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问题
就是诚信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手机应用衍生出多样化的增值业务，手机
医疗、手机证券、手机支付等业务都需要实行
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管理，并进而为用户建立
个人征信体系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 鲁春
丛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电话实名制引发3大关切
新华社记者 刘菊花 张辛欣

“史上最严格电话实名制”9月1日起开始施行。 对这件事，公众最关心的焦点问题有3：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如
何保障？ 垃圾短信、电信诈骗等顽疾能否有效遏制？ 不实名能怎样、实名了有啥好处？

丢掉面具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目前对电话
服务实施用户实名登记是国际通行做法。
从各国实践看，主要经验有三：依法推进、
充分做好信息保护工作、长期坚持。

国外实施实名登记的国家， 大多在电
信法或相关法规中明确规定实名登记要
求 ， 据此来推动工作开展 。 如澳大利亚
2000年 《电信规定 》、德国2004年新修订
的《电信法》以及墨西哥2009年《联邦电信
法》修订法令等通信相关法律都规定了相
应的实名要求。

信息保护工作是各国实名登记工作的
重中之重，大多数国家都有明确的信息保护
的条款或规定。如新加坡在用户通信服务合
约中阐明了用户信息保护条例及用户信息
使用条件等规定，德国实名登记工作全程都
要依据《数据保护法》的要求来操作。

实名登记工作一旦启动， 就要坚持不
懈做下去，否则前期工作成效将逐步被湮
没。如德国从移动通信发展伊始就坚持要
求实名登记并延续至今，澳大利亚、韩国等
国家的实名登记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对于
墨西哥等新颁布实名登记规定的国家，在
限时补登记的工作阶段之后，也都一直延
续相应规定，要求电信企业对用户实行实
名登记。

目前电话实名制在国际上可谓大势所
趋。在日本、韩国等通信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运营商普遍采用机卡
合一或者手机终端补贴等方式，移动用户
多为签约后付费用户，电信企业在用户签
约时，就登记和保存用户信息。对于存在预
付费业务的国家，如德国，从一开始发展就
要求预付费卡的实名登记，几乎不存在非
实名登记的现象。

■新闻背景

9月1日起 ， 全国用户新办理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等业务， 必须进行实名登记。 不少
人据此认为， 垃圾短信、 骚扰电话等将得到
遏制， 用户合法权益将得到进一步保护。 要
实现这样的良好愿望 ， 电话实名制切勿一
“实” 了之。

实名制是世界各国遏制不法行为、净化通
信环境的通行做法。不过，实名制并不意味着
垃圾短信、 骚扰电话等现象就会自然减少。我

国从2010年起陆续开始对新入网用户实行实
名登记。但最近这几年，垃圾短信、电信诈骗等
反倒呈现上升态势。 腾讯手机管家的报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受理的用户有关垃圾短信的举
报数量就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和。

因此，实名制只是为打击垃圾短信 、骚扰
电话等提供了现实条件，要真正实现良好初衷

还需要配套的监管措施，以及不折不扣的现实
执行。人们相信，那些疯狂的房地产和美容短
信广告，以及开发票等违法广告短信，就算不
是实名也胜似实名。更有媒体报道，近年日益
泛滥的垃圾短信，其中不少就是运营商和相关
企业合谋的结果。可见仅有实名制，根本遏制
不住不法分子的逐利冲动。

为此， 全面实施电话实名制固然重要，还
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来对垃圾短信、骚
扰电话等行为进行有效打击。另一方面，要进
一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避免实名制后的
个人信息， 反为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等提供
“精准”便利，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电话实名制切勿一“实”了之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刘菊花

这是9月1日拍摄的手机SIM卡和居民
身份证。 新华社发

(紧接1版)要强化实干优先的用人导
向， 真正把那些一心为民、 扎实工
作、实绩突出、群众口碑好的干部选
用上来。坚持因事择人，注重人岗相
适， 把最优秀的干部选配到最合适
的岗位，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好干部健康成长， 一靠自身努
力，二靠组织培养。 好干部成长，自身
努力是决定性因素。 各级党员干部要
自觉提高党性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不断加强理
论学习和知识储备，努力在投身湖南

建成全面小康的生动实践中提升能
力，实现价值。 好干部成长，离不开组
织的培养。 各级党组织要把培养事业
需要的好干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以知识
更新业务提升为重点，以作风养成能
力建设为关键，紧紧围绕事业需要和
干部需求大规模培训干部。“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培养好干
部，尤其要重视实践锻炼。把基层一线
作为培养干部的主阵地，积极为干部
到基层锻炼搭建平台、提供机会。大力

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经受磨炼、
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能。 加大
干部培养性交流轮岗力度，采取上挂、
下挂、外挂等多种方式，在不同层级、
不同行业之间互派挂职干部，让干部
在不同岗位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

好干部竞相涌现，迫切需要营造
鼓励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各级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发
现好干部，真情关心好干部，努力为
好干部施展才干提供机会， 搭建平
台。 要带头维护干部工作的原则性、

严肃性， 带头遵守干部人事工作纪
律，带头净化选人用人风气，让好干
部心无旁骛干事创业。各级组织部门
要大力推进组织工作科学化、 规范
化，不断提高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水
平，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
正使用干部，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狠
刹歪风邪气。 要加强正面宣传，注意
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发现和树立一
批好干部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好
干部、关心好干部、支持好干部潜心
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本报记者 黄晓辉 陈薇

8月，周霞在日本冲绳县浦添市
Tedako音乐厅举办了二胡独奏音
乐会， 让当地观众领略了二胡的独
特魅力。 周霞说：“这场音乐会我花
了一年时间准备，这是我的‘汇报’
演出。 ”

周霞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二胡
专业。 1999年赴日留学，2002年获
日本琉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2012年荣获由中国音协主办的第
三届“金芦笙”中国民族器乐大赛金
奖。 现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系

讲师、 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二胡专业
委员会理事、 日本冲绳周霞二胡爱
好会名誉顾问。

在日本留学期间， 不管学习如
何繁重， 周霞总会在闲暇之余拉一
拉心爱的二胡，让心灵回归宁静。

动听的音乐总能打动人。周霞的
二胡拉得很好，在学校逐渐拥有了一
批“粉丝”，琉球大学教育学院的老师
甚至要求周霞教他们拉二胡，周霞欣
然答应。 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周
霞在冲绳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琉球
大学毕业后，她在当地创办了“周霞
二胡学校”，并举办了《“周霞与冲绳

的伙伴们” 音乐会》、《来自长江的清
音———周霞二胡独奏音乐会》等多场
二胡专场音乐会。

留学及旅日期间， 周霞在冲绳
培养了大批日本二胡爱好者， 二胡
在当地也越来越受欢迎。 当事业蒸
蒸日上之时， 周霞作出一个常人无
法理解的决定———回到国内，“我要
回到二胡的家乡， 汲取最丰厚的营
养”。 周霞道出个中缘由。 2006年，
周霞回到国内， 成为大学的二胡老
师，也开始其专业的“回炉再造”。

回国前，周霞成立了“周霞冲绳
二胡爱好会”。之后的7年，她多次往返

于长沙与冲绳，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传
统民族乐器———二胡艺术的传播与
发展而奔波。完成教学工作之余，周霞
积极学习研究前辈们优秀的作品，并
尝试结合冲绳当地的音乐创编二胡
曲目，由其改编的《花的风车》、《月之
美》、《萤火虫》等十余首作品在她今年
8月的冲绳二胡独奏音乐会上备受欢
迎，同行们纷纷主动向其索要曲谱。

如今的冲绳，不少周霞当年的学
生也选择了做教二胡的老师，让更多
的人学习、了解二胡艺术。周霞说：“看
到这样的情景，我深感欣慰。当初播下
了这颗火种，我期待将来它能燎原。 ”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张晶
李寒露 刘也

通讯员 陈金波 汪健 胡爱春

杨天生：改善民生是没有终点的接
力赛，每名选手都要全力以赴 ，让群众
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近日，记者采访了临澧县县长杨天
生。 谈到民生问题，他感触颇深：“改善
民生的征程很漫长，既然接了棒，就要
把民生放在心里、抓在手里，踏石留印、
抓铁留痕，跑好这场接力赛，让老百姓
每年都感受到新变化、享受到新实惠。 ”

临澧县地域小、人口少，财政蛋糕
不大，但在民生支出上却保持了较快增
长。去年，全县教育支出3.3亿元、社会保

障支出3.1亿元、公共卫生支出1.6亿元、
文化事业支出1934万元， 与2007年相
比 ， 年递增分别达到 23.7% 、22.7% 、
42.4%、25.9%， 高于同期GDP和财政收
入增长水平。

“不知道群众所思所想，改善民生就
无处着力，甚至好心办不成好事。”这是杨
天生常说的一句话。 近些年，该县围绕打
造干部作风最实、经济环境最优、服务群
众最好品牌，深入开展“大接访、大走访、
大交友、大化解”、“访民情、强服务、促和
谐”等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政府工作重心
下移。并从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入手，每年集中力量办理一批惠
民实事。2007年以来，全县累计投入3.3亿
元，硬化农村公路958公里，水泥路通村率
达到94%；投入6000多万元，建设农村敬
老院18所，实现了“一乡一院”；投入1亿余
元，用于建设廉租房、公租房和改造农村
危房；新农合住院综合补偿率由34%提高
到65%， 已累计兑付医疗补助3.5亿元；城
乡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

杨天生说，改善民生是没有终点的
接力赛，每名选手都要全力以赴，让群
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今年，临澧县将
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全力推
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学前教育普惠工
程、病危桥改造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 农村环境整治工程等8大重点民生
工程建设，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
问题。 力争到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2010年翻一番。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黄婵）“以投资黄金等名义，以
高利吸引社会公众投资”也是非法集
资的表现形式？今天，湖南银行业“金
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活动正式
启动，对公众类似这样的疑惑给出了
准确解答。

据了解， 此次大型活动由中国
银监会统一部署，从今天开始，省内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为期1个月
的金融知识宣传服务。 活动主题为

“多一份金融了解、 多一份财富保
障”，重点将围绕个人贷款、信用卡、
借记卡、银行理财、电子银行、自助设
备、代销业务、非法集资等8项内容进
行宣传。

记者注意到，本次活动的宣传
内容贴合实际。 以介绍公众认知较
模糊的非法集资为例，宣传手册指
出， 其常见手段是承诺高额回报、
虚构或夸大投资项目、以虚假宣传
造势，并正从传统的种植业、养殖

业向房地产、商贸、金融、旅游、医
疗卫生、教育等行业渗透。 现在，以
投资入股的方式、以委托理财的方
式、或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
非法吸收资金的现象并不鲜见。 有
的地方，还出现了以发展农村连锁
超市为名，采用召开“招商会”、“推
介会”等方式，以高息进行“借款”；
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等
为名，以高利诱导加盟投资等新的
表现形式。

本报9月1日讯 （通讯员 易平
记者 周怀立） 8月28日， 设在株
洲市的湖南富利来环保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被中国留学人员创业
园联盟评选为2013年 （第四届）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百家企业之
一。 据悉， 这家公司是这次我省
唯一入选企业。

2013年 （第四届） 中国留学
人员创业园百家企业经过初审、

复审和通审， 最终有22家企业入
选“成长性企业”、 63家企业入选
“创业潜力企业”。 湖南富利来环
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入选的是
“成长性企业”。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黄志江 黄仁启）桂东县寨前镇
居民扶爱红在家门口开的农家乐餐
馆，近段时间客人络绎不绝，生意比
以前好了很多。 扶爱红告诉记者：“上
个月免费参加了厨师培训后，厨艺提
高了，生意自然好了。 ”

自7月以来， 桂东县就业服务局
聘请郴州湘南厨师培训学校的烹调
老师，在该县寨前、流源、大塘等乡镇
的村民家门口现场授课， 共为400名
村民进行了免费烹调技术培训。 村民
们反映， 家门口培训既不影响干农
活，又免费学到了技能，方便实惠。

据了解，桂东县人社部门把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在群众
家门口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今年
前7月，该县组织开展了农家乐经营、
休闲旅游开发、果苗种植、缝纫、厨艺
等培训课程， 共免费培训失业人员、
农村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2300人。

依法推进 保护信息
长期坚持

周霞：琴声醉扶桑文化 人物

银行业“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启动桂东村民家门口免费受培训

跑好改善民生接力赛
———访临澧县县长杨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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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留学人员创业园百家企业”
株洲一公司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杨天生。 蒋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