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实名制引发三大关切
“史上最严格电话实名制 ”9

月 1 日起施行。北京街头的非实名
电话卡已经停卖了。想给刚来北京
上大学的儿子买个手机号的杨女
士犹豫不决：“以前在报摊买个电
话卡付钱即可，现在还要登记个人
身份信息，纵然运营商声称制定了
一系列严密的保护措施，但以前不
也三令五申，可还是总有泄密案例
发生吗？ ”

用户的疑虑得到了工信部副
部长尚冰的回应。 “我们要求电信
企业进一步完善用户信息保护工
作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健全用
户信息保护工作管理和技术措施，
并加大对用户信息保护工作中存
在问题的查处力度， 对于泄露、交
易和违规使用用户信息的行为坚
决予以惩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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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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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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实名制有利于保护广大
用户的合法权益，提升电信服务水
平，遏制网络信息违法行为。 ”工信

部政法司巡视员李国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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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实名登记还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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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商不具备百分之百鉴别
假身份证的能力，意图犯罪的人可
以用假身份证登记，因此实名制不
能完全杜绝犯罪，或者说想单纯依
靠一招儿‘实名登记’就杜绝相应
的犯罪是不现实的，实名登记不是

万能药。 ”某运营商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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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
展， 更多新业务只能基于实名制客户
展开， 这些用户将可享受到更多便捷
和实惠。 未来移动信息化必然在金融、
居家生活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用户
早实名早受益。 ”人民邮电报主编王保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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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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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卡死信息泄露———系列配套规章还将陆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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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了有啥好处
———享受更多便捷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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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都汇“2013 大闸蟹行业新闻
发布会” 今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召开。 会议将对今年高温天气下大
闸蟹的具体情况， 做一个比较全面
的分析。

大闸蟹行业是一个供销两旺的
产业，所以特别受到关注。今年由于
气温升高的原因， 对大闸蟹蜕壳产
生了影响， 进而影响到大闸蟹品质
和产量发生变化。对此，市场对大闸
蟹的关注度高过往年。 蟹都汇新闻
发布会将会就大闸蟹长势、 品质情
况作全面分析， 并对蟹都汇的采购
情况做一介绍。

“今年蟹源真的紧张吗？ 能够满

足西宁市场吗？ 蟹都汇的大闸蟹具
体哪天能到西宁？ ”在西宁不少心急
的饕客有好多疑问。

对此， 蟹都汇西宁店负责人卢
海华说， 今日蟹都汇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召开“2013 大闸蟹行业新闻
发布会” 上将公布关于今年大闸蟹
的相关情况， 届时将解开大家的疑
虑。

据了解，今年大闸蟹长势不错，
其品质比往年还要好， 但由于受南
方高温影响，螃蟹产量明显下降。因
此， 为了保证中秋节让市民尝到蟹
都汇的好蟹，保证蟹源，“蟹都汇”已
经与旗下的 10 多个养殖合作社的

3000 多个蟹农签订了供应合同，确
保全国市场大闸蟹的供应。同时，派
出 100 多名蟹探，前往太湖、固城湖
等养殖湖区， 与蟹农沟通和了解蟹
情，并实地抽样查看，看谁家的大闸
蟹好。

去年 9 月 3 日， 作为大闸蟹行
业执牛耳者， 蟹都汇在钓鱼台国宾
馆发布业界良心读物—《好蟹白皮
书》。此举，在树立行业品牌之余，根
据自身多年的经验， 指导消费者选
购正宗大闸蟹。白皮书一经发布，业
界好评如潮。 2013 年金秋，蟹都汇
再显王者风范，“2013 大闸蟹新闻发
布会” 昭告天下食客， 蟹季正式到
来。

为保证西宁市民在中秋节吃到
最鲜美的大闸蟹， 品到纯粹的蟹文
化， 蟹都汇在西宁的五家店都已准
备就绪，只等湖开蟹出。

由于今年产量不稳， 为保证公
平， 让大家在中秋节能吃到肥美的
大闸蟹，蟹都汇旧规新提，大闸蟹到
店后， 购蟹者凭前期购买的蟹票取
蟹。在货源紧张的时候，有蟹票者有
优先购买权。为此，蟹都汇特别推出
2013 年大闸蟹礼券 ， 面值分别为
380 元 、600 元 、1000 元 、2000 元 、
3000 元、5000 元六种。 都是采用进
口艺术纸精心印刷制作， 配有精美
的包装盒，精致体面，用于送礼或自
己用都是不错的选择。

为了确保西宁市民吃到真正好
蟹， 西宁蟹都汇大闸蟹全国连锁机

构直接面向消费者售卖， 也可到您
家附近的蟹都汇现场咨询。

购蟹热线
五四大街店：0971-8112878
（五四大街城西交警三大队进口处）
五四西路店：0971-8868842
（五四西路省检察院正对面）

解 放 路 店：0971-4911200
（解放路与教场街丁字路口）
兴 海 路 店：0971-6129878
（兴海路城西国税局斜对面）
夏都大街店：0971-8111854
（夏都大街与乐都路交岔口）

“蟹都汇”品质一如既往
“蟹都汇”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013大闸蟹新闻发布会”今日召开

蟹都汇 2013 年新款礼盒礼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