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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不良习惯或丢光全部个人信息
《2019 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

查统计报告》显示，近四成网民认为，网络
个人信息泄露非常多和比较多；近六成网
民更曾遭遇过个人信息被侵犯。不仅如
此，专家表示，个人信息遭泄露人群中，手
机网民是“重灾区”。记者调查发现，这与
几种手机不良使用习惯直接相关。

——掉以轻心，随意扫描二维码，下载
可疑应用软件。“这是我们的创业项目，您
扫描一下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获
得我们的小礼品。”如此“地推”场景，相信
并不陌生。一些人或为支持年轻人创业热
情或认为领取小礼品“有利可图”而同意
扫描。殊不知，无论动机如何不同，他们
手机上的个人信息都面临相同的泄露风
险。网络安全专家告诉记者，一些二维码
包含木马病毒，可窃取和修改设备内重要
信息。不法分子还可能以此远程遥控用户
手机，实现开启摄像头、麦克风、定位等操
作。

——因小失大，轻信“试睡”“体验”等
“免费套路”。酒店免费试睡体验类项目
推广文章一度在微信朋友圈中流行。文中
称，用户只要转发相应内容，并在文内链
接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
息，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试睡五星级酒店机
会，有的甚至索要身份证号等个人敏感信
息。记者从网络安全专家处得知，事实
上，填写此类信息的用户获得“免费”体验
机会微乎其微，但丢失个人敏感信息的风
险却十分巨大。

——被逼无奈或盲目授权，忽视手机
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如要继续使用
本软件，请提供相应授权。”不少 APP 通过

“不同意就不准用”的“霸王条款”过度索
权，给用户个人信息造成重大风险。比如
记者发现某手电筒 APP，安装时却要求获
取阅读手机通讯录的权限。此外，一些用
户嫌麻烦，使用 APP 前不阅读用户协议和
隐私政策，导致个人信息大量泄露还不自
知。

标准模糊、霸王条款、隐蔽收集等潜在
风险仍存

多名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当前在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发力”已成常态，但仍有潜在风险有待排
除。

相关保护措施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把
握？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综合处处
长唐鑫认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个人信息保
护应该“标准先行”，既不能“没标准”，也
不能“标准总变”。他认为，APP 收集和使
用个人信息涉及到手机制造商、手机应用
开发商、应用商店等多个主体，因此有必
要打通各环节，做到行业协调、综合治理。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认为，当前经营者通过“不同

意就不准用”等“霸王条款”变相强制采集
用户信息问题泛滥，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
后往往存在举证难、维权难等问题。对
此，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实际监管、严
格执行现有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
国家更应针对侵权“顽症”制定完善相关
规则。

另据记者调查，还存在一些 APP 隐蔽
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所长魏亮指出，
例如用户已经关闭了 GPS 权限，因此默认
APP 不再收集我的地理位置信息，但实际
上 APP 仍在通过用户所连接的 WiFi 来获
取用户位置，这种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
息的行为已超出一般用户心理预期。

他建议，行业相关主体应切实以个人
信息保护理念直接指导研发、编码过程，
同时加强对防窃密、防篡改、防泄露、数据
脱敏、关键数据审计、流动追溯和数据备
份等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商业部署，让安全
机制与安全技术落地、落实。

强化保护3个关键词：机构协同、精细
立法、严厉打击

今年 1 月 25 日，中央网信办、工信部、
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专项治理的公告》。有关方面开始从机
构协同、精细立法、刑事打击等几个关键
方面加大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
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
络空间安全协会成立APP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具体推动评
估打击整治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

据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何延哲介绍，
专项治理工作组选取近 600 款用户数量
大、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APP 进行评
估，督促问题严重的 200 余款 APP 进行整
改，涉及整改的问题点达 800余个，无隐私
政策、强制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等
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另一方面，今年 5月以来，国家网信办
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并出台《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
定》。其中，《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明确提出，网络运营者以经营为目
的收集重要数据和个人敏感信息的，应向
所在地网信部门备案。记者从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得到消息，个人信息
保护法已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
规划。

公安部在今年的“净网 2019”专项行
动中，将打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作为行动重点，各地公安机关侦破一
批典型案件并向社会通报，相关违规企业
被依法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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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娄底环卫工翻 8 吨垃圾
帮 失 主 找 戒 指 的 视 频 在 网 上 引 发 关
注。视频中，环卫工人用铲子、火钳等
工 具 对 垃 圾 运 输 车 上 的 垃 圾 逐 一 排
查，最终找到了失主肖女士的结婚戒
指。

记者了解到，9月 11日晚，肖女士在
夜宵店就餐的时候不慎遗落婚戒，后在
店主刘先生的帮助下联系到运输当天
垃圾的司机伍文科。9 月 22 日，伍文科
在接受采访时称：“这个戒指对失主来
说很重要，能帮她找到我也很开心。”

3个不良习惯或丢光全部个人信息
“移动互联时代，该怎样保护个人信息？”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刚刚结束，关于如何切实保障网络个
人信息安全的讨论引来各方聚焦。哪些不良使用
习惯会导致手机防护尽失、网络用户个人信息被

“劫”？加固网络个人信息“城防”有何关键词？哪
些隐患仍在威胁网络个人信息安全？记者就此展
开调查。

女子吃夜宵时不慎遗落价值3万多元戒指

环卫工翻8吨垃圾找回婚戒

“肖女士当时看起来非常着急，她问
我以前有没有帮人找到过遗失的物品，
这次找到戒指的希望大不大。”伍文科
说，“我回答她，只要能够确定哪一部分
的垃圾是夜宵店里的，就有可能找到。”

伍文科告诉记者，工作经验让他可
以准确辨别出一些单位的垃圾，这能排
除一部分垃圾，缩小翻找范围。另外，
伍文科从店主刘先生处获知，夜宵店的
餐桌垃圾通常会用餐布包裹起来，“是
一包一包的，比较有辨识度。当我们找
到夜宵店的垃圾后，就更加仔细地对这
些垃圾进行检查。”

伍文科坦言，“那是辆荷载 8吨的运
输车，我们需要翻找的垃圾非常多，再
加上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垃圾堆里

散发出一股恶臭，找起来还是挺辛苦
的。”在翻找了两个小时后，一名环卫工
在一个包满螃蟹壳的餐布包里找到了戒
指，“那时候已经是下午 5 点左右了，车
上的垃圾已经卸了一大半了。”

据伍文科回忆，肖女士当时非常激
动，“她完全没想到这么小的戒指能被
找回来，向我们道了很多遍感谢。”伍
文科等人翻找垃圾的视频在网上走红
后，网友纷纷为他们点赞，称“环卫工人
最可敬”。对此，伍文科却显得很平静，

“一些朋友会说，‘伍哥，你怎么上新闻
了’，而我内心却没什么波澜。这个戒
指对失主来说很重要，能帮她找到我也
很开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4名环卫人翻找垃圾两小时

9 月 22 日，记者联系到夜宵店老板
刘先生，“肖女士能找回这枚戒指，真的
要感谢几位环卫工人。” 9 月 12 日中
午，在娄底市甘桂路经营夜宵店的刘先
生突然收到顾客肖女士的微信，“她说
自己的结婚戒指昨晚可能落在店里了，
让我们帮她找一下。”据肖女士回忆，
因戴着戒指不方便吃螃蟹，她将戒指取
下来放在餐桌上，离开夜宵店时可能忘
记了。

随即，刘先生调出了店里的监控视
频，“看了视频后也没有发现戒指的踪

迹，我怀疑戒指可能和餐桌垃圾一起被
清理掉了。”刘先生通过询问店内服务
员得知，当天的餐桌垃圾已被扔至店外
的垃圾桶内，但当时放在店门口的垃圾
早已经被环卫车拖走。

肖女士告诉店主刘先生，丢失的这
枚戒指是她的婚戒，价值 3 万多元人民
币。“从价格上来说，这个戒指本身非常
贵重，最重要的是，这是枚结婚戒指，对
于肖女士来说意义很大。我立马开着车
陪她寻找当天放置在店外的垃圾。”刘
先生说。

顾客吃夜宵不慎遗落结婚戒指

为知道垃圾的去向，刘先生联系了
自己在娄底市环卫处生活垃圾填埋场当
司机的朋友李鑫。据李鑫介绍，环卫工
会用板车将垃圾转移到运输车的停放
处，然后垃圾运输车会将成吨的垃圾运
至中转站，最终，垃圾会被送至垃圾处
理厂集中处理。“我了解到，在我们那一
带，一天会有 1趟到两趟垃圾运输车，缩
小了范围之后，‘找垃圾’就容易多了。”

几经周折，刘先生找到了负责夜宵
店所在长青西街垃圾收集的司机伍文
科，而当时他正在垃圾中转站准备倾倒
车中的垃圾。伍文科说：“他们询问片

区清扫工后得知，垃圾已被转移到我的
车上，然后通过环卫处城西环管所的同
事联系到我，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排
队倾倒垃圾。如果再晚一些，车中垃圾
被倒入中转站的转运集装箱中，戒指就
很难找到了。”

了解到戒指遗失的情况后，伍文科
立即将垃圾运输车开到甘桂路四中体育
馆北侧的空旷区域，将垃圾倾卸出来搜
寻。由于车内垃圾过多，伍文科找来三
名环卫工人一同寻找，“把垃圾卸载出
来后，我们用铲子、火钳等工具在垃圾
中翻找。”

夜宵店老板帮助寻找垃圾运输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