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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
简称《网络安全法》）于2017年6月1日起
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
性法律，《网络安全法》不仅从法律上保障
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利益，有效
维护了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安全，同时将
严惩破坏我国网络空间的组织和个人。

不得出售个人信息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产品、服务

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
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
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任何
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
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
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网络安全法》聚焦个人信息泄露，不
仅明确了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运营者的
责任，而且严厉打击出售贩卖个人信息的
行为，对于保护公众个人信息安全，将起
到积极作用。

严厉打击网络诈骗
《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

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
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 管制物品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
布与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
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以法律形式明确“网络实名制”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

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
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
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应当
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
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
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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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有了
法律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邹靖方

6月7日，一年一度的高考拉开序幕。与此相
关的一起网络诈骗悲剧案件，因近日即将开庭而
再度回归公众视野。

一年前，高考结束后，山东临沂考生徐玉玉因
个人信息在网上被泄露，遭遇诈骗。她被骗走了上
大学的费用9900元后，发生心源性休克去世。

这仅是网络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2016年
以来，“俄罗斯央行遭黑客攻击3100万美元不
翼而飞”“20万儿童信息被打包出售”“京东12G
用户数据在黑市流通”等涉及网络安全事件频
频发生。

记者近日走访通信管理部门、运营商、行业
专家，揭示我省网络安全形势，探悉如何防范网
络安全风险。

美国电影《黑客帝国》，通过各种黑客技术
展示了虚拟与现实两个世界的角斗。

现实版的《黑客帝国》也在不断上演。今年5
月中旬，名为WannaCry（想哭）的勒索病毒在全
球范围大爆发， 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30万
台电脑被病毒感染。我国部分Windows系列操作
系统用户遭到感染，造成大量实验室数据和毕业
设计被锁定加密。部分大型企业的应用系统和数
据库文件被加密后，无法正常工作，影响巨大。

“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信息系统
的脆弱性、开放性和易受攻击性，决定了网络安
全威胁的客观存在。”湖南联通网络信息安全部
工程师向琨介绍。

据湖南省互联网应急中心统计，2016年湖
南感染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用户数达2781.6
万人次，同比增长106.7%。

随着物联网蓬勃发展， 黑客攻击成本进一
步下降，攻击事件日益频繁和猖狂，危害也越来
越大。小到智能家居、大到智慧城市，是攻击
者眼中“稳定”的攻击源。

2016年12月2日，湖南省某厅

局入口流量异常告警且门户网站无法访问。 经分
析， 该单位遭受黑客攻击， 共发现攻击行为总数
35806次，导致门户网站无法访问，业务系统无法
正常运行，全省相关业务无法正常办理，造成了严
重的不良影响。

省互联网应急中心统计分析，木马、僵尸等恶
意传播程序的攻击是我省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
发现感染木马和僵尸网络恶意代码的主机中，有
89%的控制源来自境外，其中超五成来自美国。

面对日益频繁的网络攻击， 我省互联网主管
部门针对党政机关、高校、金融等重要部门网络安
全事件的发现预警和处置力度不断加强。2016
年，共协调处置各类网络安全事件6.5万起，处置
僵尸网络受控端11.5万个， 全省网络环境得到进
一步净化。

湖南电信、湖南联通、湖南移动的专家建议，
政府、企业和个人用户，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使用正版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保持良好的上网习

惯， 不在非官方网站或者不知名应用市场下
载任何应用软件。

预警黑客攻击

处置僵尸网络受控端11.5万个，
建议使用正版操作系统、应用软件

2016年3月，7名伊朗黑客入侵纽约一座大
型水坝，控制了防洪控制系统；2016年8月，中东
国家爆发“食尸鬼”病毒持续网络攻击，工业控制
系统网络安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
网络攻击行为应运而生。网络安全成为全球性关
注的焦点和难点。

“上述事件，均是因相关系统存在安全漏洞
而被外部攻击者利用导致。” 省通信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以信息窃取、流
量攻击、网络钓鱼为代表的黑客活动呈快速增长
趋势，并形成黑色地下产业链，严重危害网络用
户和企业的切身利益。

在我省，网络安全形势较为严峻。其中，政府
部门和重要行业是遭受网络攻击的重灾区。

2016年， 湖南省互联网应急中心对省内30家
单位的122个重要信息系统进行网络安全检查发

现，风险指数为“高”的单位有24家。全年共发现并
协调处置我省政府部门和重要行业系统的网页篡
改事件、后门攻击事件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我省还面临新的
网络安全挑战。

恶意扣费、信息窃取、恶意传播、远程控制、
系统破坏、诱骗欺诈等恶意程序呈爆炸式增长趋
势，已严重影响了网络安全和用户的切身利益。

2016年， 我省监测发现活跃移动恶意样本
共623款； 共处置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控制端
1309个，恶意传播源1315个。

“部分单位的网络安全意识淡薄，大量使用
弱口令，系统及应用漏洞频发，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面临较大安全风险。” 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处副处长康金钟透露，目前我省尚未发生重大以
上级别网络安全事件，但仍存在安全风险，网络
环境监管和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

“小张，我是你领导，明天来我办
公室一趟”“您在××网上购物××
元，可获得退款××元，请点击××
链接前往”……

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各类诈骗短
信、电话，层出不穷，尤其是近期发生
的几起大学生遭遇网络诈骗后去世
的事件，让电信网络诈骗成为人人喊
打的“过街老鼠”。

2016年9月， 湘潭市一家房地产
公司财务人员在QQ上被冒充董事长
的骗子骗走资金280万元， 经警方紧
急止付，追回损失近80万元。

据统计，2016年， 我国因电信网
络诈骗造成200亿元左右经济损失。
对此， 国内电信行业专家项立刚指
出，信息泄露是电信网络诈骗形成的
第一环。

如，徐玉玉事件中，其个人信息
首先遭遇泄露，继而导致骗局形成。

省通信管理局监测发现，2016
年，我省共发现规模较大的数据泄露
事件21起，其中，数据规模大的有数
千万条记录。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杨东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 以前的电信诈骗几乎是
“盲骗”，大海捞针；现在至少一半以上
都是精准作案。犯罪分子采用远程、非
接触方式实施诈骗，侦破难度大。

如何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目前，我省已完成诈骗电话拦截
系统功能的建设，并在积极开展互联
网反诈骗系统建设，不断提升技术防
范水平。去年，湖南省反诈骗中心成
立，启用“96110”热线。一旦接到群众
被骗的信息，中心会对涉案账号快速
查询，快速冻结、止付，尽可能制止和
减少被骗群众的损失。同时，民警将
对涉案电话进行快速封堵处理，并不
断改进拦截策略， 有效阻断境内外、
省内外网络改号诈骗电话。 最后，省
市两级公安机关对案情进行侦破。

电信、联通、移动等省内通信网
络运营商则加大了对代理渠道的规
范管理，加大了对内部监督检查和考
核问责；对400、语音专线通信诈骗高
发业务区域进行规范管控，严把入网
审核关；新入网通信用户均需通过二
代身份证效验、拍照留存、在线认证
等，确保新用户入网100%实名，有效
杜绝不法分子利用非实名卡的违法
行为。

通信、公安、银行等部门建议用
户，接到“亲友”借钱电话通过多渠道
验证；办理带有芯片的银行卡，开通
短信通知，多在几家银行开卡，将损
失减少到最低；在购物交易时不要轻
易将银行、支付宝、微信等发来的二
维码、验证码透露给他人，不要随意
点击不可信短信发来的链接。

防范网络诈骗
通信用户100%实名制，
用户如遇诈骗可拨打“96110”热线

网络安全
风险无处不在

二

一
六
年
湖
南
网
络
安
全
数
据
列
表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平价交易，很多垃圾废品站

不要，‘银行’要贴些钱。”毛里湖镇
中南村村主任张新德说。“绿色存
折”最初从记账便条开始，到第二
代纯绿色封皮，中南村的探索也代
表了津市特色。

“绿色银行”的组建，主要是采
取“财政投、乡村补、农户凑”的方
式筹措资金。目前，津市全面推行

“绿色存折”制度后，每年节约农村
环境卫生整治资金300余万元。村
里成立了农村环境保护协会，采取
会员制度吸纳村民入会，实行垃圾
有偿处理，在外经商的成功人士还
捐钱支持村里公益事业。

分类后的垃圾最终去了哪里？
张新德把记者领到一户农家

后院，只见一小土坑里堆放着餐厨
垃圾。通过浅埋沤肥，就变成了有
机肥料。农户家里，沤肥池成了有

机垃圾处理标配。在李家铺乡有机
垃圾处理站，两台机器利用菌类分
解技术，让整个乡里的餐厨垃圾变
成了有机肥料。旁边的垃圾转运站
则将不可回收和分解的垃圾压缩
处理后， 交由乡镇统一无害化处
理。到此，农村垃圾都各归其所。

实行“绿色存折”制度后，津市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全市全面消灭
了农村白色垃圾，农村垃圾实现统
一收集处理全覆盖，集镇餐厨垃圾
减量化、 无害化处理模式全运行，
农村垃圾和集镇餐厨垃圾减量率
分别达到70%、90%。通过垃圾分类
回收处理， 生态效益逐步呈现，村
民还有了一定经济收益， 获得感、
幸福感、自觉意识也越来越强。

更好地推进“绿色存折”制度，

张传炎指着村里村民环境卫生
“月评季奖” 考核结果公示栏说：
“卫生好不好全村看得到， 做好还
有奖 ，不愁‘绿色银行 ’没有‘存
款’。”

津市探索出一套统筹协调管
理模式，将任务分解到各镇（街道）
和部门， 并纳入年终绩效考核。按
区域划分网格，网格内实行“五定”
制度，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
任务、定奖惩。各村成立垃圾分类
理事会处理日常工作，负责管理协
调本地垃圾分类事务，具体组织实
施考核评比。各村每月的考评结果
都在公布栏上公布， 村广播里广
播，微信群里公开。

“绿色存折”改革经验被中央
深改办、中央电视台推介，并被常

德市确定为2017年十大自主改革
项目之一。今年还入选我省首届创
新奖管理创新系列。

津市市委书记傅勇说：“‘绿色
存折’形式新颖，村民不仅觉得有
趣，还能得到实惠，资金投入不大
但收效明显，操作简单易行，可复
制、可持续，具备推广的条件。”

津市已将垃圾分类体系建设
PPP项目投放长沙资本市场进行压
力测试， 几家社会资本与市里对
接，即将由专业的环保公司负责对
全市农村垃圾、 畜禽粪便集中处
理，进一步实现垃圾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处理的目标。

李家铺有机垃圾处理站旁，生
活污水处理站已投入运行。津市作
为全省第一批实施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整县推进试点，为全省农村环
境综合治理探路的脚步始终没有
停歇。

�荨荨（紧接1版②） 为方便粤湘旅客往返
西北， 广铁集团将首次开行广州南、长
沙南直达兰州西的2对高铁动车。

记者查询发现，广州南始发至兰州
西的高铁动车，也停靠长沙南站。这意
味着， 长沙旅客将有2趟直达兰州高铁
可选。

具体开行车次为：广州南-兰州西
G96/7� G834/1次，去程广州南站8时55
分始发，中途停靠长沙南
后于11时20分开车，当天
19时23分抵达兰州西。长
沙 南 - 兰 州 西 G864/5�
G866/３次， 去程长沙南
站9时5分始发，当天19时
30分终到兰州西。

长沙至兰州的两趟
高铁中，最短车程为8小时
3分， 最长车程为10小时
25分。具体票价、开通日期
尚未出炉。

目前，长沙至兰州有直达的普铁列
车，最短车程21小时18分，需在列车上
过夜。

此次调图，还将加开长沙南往北京
西的高铁动车1对。

铁路部门提醒，此次调图还对部分
旅客列车的运行区段进行了优化，部分
列车车次也将有所变化。 具体信息以
12306网站、电话为准。

“绿色存折”破题农村垃圾治理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形势严峻
部分单位安全意识淡薄，
政府部门、重要行业是遭受网络攻击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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