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张“脸”
不能谁叫刷就刷

日前，“中国人脸识别第一
案”一审判了。杭州市富阳区人
民法院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赔偿原告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
交通费共计 1038 元，删除郭兵
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
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本案
因聚焦经营者处理消费者个人
信息，尤其是指纹和人脸等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评价和规
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人工
智能近年来广泛应用，提高了生
产效能，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
供了方便。但另一方面，如果不
分场合、不分必要程度地要求

“刷脸”，会不会带来个人信息泄
露的风险？

毕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这张“脸”上附载的信息越
来越多，包括你是谁、住在哪、有
多少资产、喜欢做什么等，哪一样
都关系到安全和隐私。人脸信息
一旦泄露和被滥用，就会带来风
险。这张脸，实在“丢不得”。

因此，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
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
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今年颁布的民法典也明确规定
了个人信息“不得过度处理”。
人脸信息采集在遵循“最少够
用”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充分征
求被采集人意见。

这张“脸”，不能谁叫刷就
刷，更不能谁想用就用。前不
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个人生
物特征”纳入“敏感个人信息”范
围，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

“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
性”，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此次“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也
为人脸识别技术的依法规范应
用提供了重要的判例。

高科技的发展不能成为脱
缰的野马，新技术再便利也不应
被滥用。只有各方加强重视、严
守法律和行业规范，才能让老百
姓的“脸面”更有保障。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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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

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周启动

据新华社南京11月23日电（记者 刘巍巍 姜
琳）2020年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周活动23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启动，首场现场招
聘会同日在苏州举行，旨在为 2021 届高校毕业
生、往届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

“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期满未就业人员
提供就业服务。

本次就业服务周活动历时 14天，其间，各地
人社部门、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集中开展网
络招聘会、现场招聘会、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专场

招聘、就业创业指导、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进校园、
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宣传等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中
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则设立活动专区，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测评和信息发布服务。

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是
国家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品牌活动，通过
举办现场招聘会、网络招聘会，开展就业创业指
导、政策宣传等，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便利
化的就业服务。

广电总局出台措施

网络直播实行实名制管理
封禁未成年用户打赏功能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

者 白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3日
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
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秀
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
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要通过
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
措施，确保实名制要求落到实处，
封禁未成年用户的打赏功能。

《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
台、电商直播平台要切实采取有力
措施不为违法失德艺人提供公开
出镜发声机会，防范遏制炫富拜
金、低俗媚俗等不良风气在直播领
域滋生蔓延，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污染网络视听生态。

《通知》要求，网络秀场直播平
台要对直播间节目内容和对应主播

实行标签分类管理，按“音乐”“舞
蹈”“健身”“游戏”“旅游”“美食”“生
活服务”等进行分类标注。根据不
同内容的秀场直播节目特点，研究
采取有针对性的扶优罚劣管理措施。

《通知》指出，对于多次出现问
题的直播间和主播，应采取停止推
荐、限制时长、排序沉底、限期整改
等处理措施。对于问题性质严重、
屡教不改的，关闭直播间，将相关
主播纳入黑名单并向广播电视主
管部门报告，不允许其更换“马甲”
或更换平台后再度开播。

《通知》要求，平台应对用户每
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
限制；平台应对“打赏”设置延时到
账期，如主播出现违法行为，平台
应将“打赏”返还用户。

今年以来境内股票市场
已新增1400万投资者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
者 刘慧）中国结算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境内股票市场投资者数量持
续增加，截至 10月末年内已累计
新增 1487万，超过去年全年新增
的1324万。

值得关注的是，从今年 3月开
始，每月新增投资者数量连续 8个
月突破百万。其中，7月新增投资

者数量达到 242.63 万，成为今年
前10月中投资者数量增长最多的
一个月。

目前我国境内股票市场的投
资者总数已经突破 1.746 亿。观
察 其 构 成 ，自 然 人 投 资 者 达 到
1.742亿，在全部投资者中占比超
过99.7％。同时，非自然人投资者
数量达到40.87万。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近
日落幕。会议期间，工信部发布一系列
5G和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推出加
大 5G 网络部署以及加快工业互联网网
络、平台、安全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举措。
这让人们更好奇，5G＋工业互联网，未来
这个加法怎么做？

通过连接大量工业设备上云、实现
产业链各环节智能协同，工业互联网被
认为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5G网络
的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确保了海量数据
毫秒级传输，让工业互联网的作用更加
显现。二者的融合将有力驱动经济社会
数字化转型。

将设备嵌入传感技术，通过 5G专网

实现数据与云端系统实时互联，联想武
汉产业基地可在生产的同时对产品品
质、供应链情况等实时查阅；通过智能电
网和电力大数据，“双 11”期间，国网杭州
供电公司采用巡检机器人、智能 APP等
手段，对生产企业电路进行升级调节，确
保制造、物流等环节供电……当前，有关
5G和工业互联网融合探索正在展开。

智能矿山、智慧工厂、无人驾驶……
这次大会也向外界展示了 5G 与工业互
联网融合的最新进展、成果和经验。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说，我国积极推
进 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目前，全
国建设项目超过 1100个，工业互联网应
用覆盖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能源、

医疗等30余个重点行业。
尽管融合应用正在加速落地，但产

业基础有待夯实，大量中小企业数字化
改造仍需推进。要把 5G 和工业互联网
的加法做好，还需多管齐下。

要加快标杆网络建设，大力推动新型
网络技术在企业内网的部署，建设高性能、
高可靠、高灵活、高安全的企业外网。同
时，加快探索挖掘更多领域的应用场景。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洪添在会上建
议，各地各部门结合区域经济特征，对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进行梳理，
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上云。

大量工业设备联网上云，安全格外重

要。“5G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更加注重
数据驱动的内生安全。”奇安信集团董事
长齐向东在会上说，这包括调整优化工控
网络架构、增强工控主机安全防护、建立
工业互联网平台防护体系等一系列举措。

肖亚庆表示，工信部要制定好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新阶段
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在夯实“5G＋工
业互联网”发展基础的同时，加快重点工
业设备和企业上云，推动基础电信企业、
信息通信服务企业与工业企业跨界合
作，鼓励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利用5G、边
缘计算等新技术进行工业互联网内网改
造，助推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新华社杭州11月23日电（记者 高
亢 许舜达）《世 界 互 联 网 发 展 报 告
2020》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
蓝皮书 23日在 2020“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发展论坛”上发布。《中国互联网
发展报告 2020》指出，2019 年，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
达 36.2％，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和增
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显示，

截至 2020 年 5 月底，中国光纤网络全
面覆盖城乡，光纤用户占比达 93.1％，
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国 4G基站
总数为 544万个，移动互联网接入数据
流 量 消 费 1220 亿 GB，居 全 球 第 一 。
5G基站建设数量至今年 9月已超过 48
万个。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指出，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暴发与蔓延，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巨大

冲击，互联网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数字经
济成为对冲疫情影响、重塑经济体系和
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互联网在复
工复产、经济复苏、社会运转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据了解，蓝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
究院编撰，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参与，
蓝皮书主要聚焦过去一年来世界和中
国互联网发展情况，汇聚国内外相关领

域最新研究成果和生动案例，为全球互
联网发展和治理提供了理论思考和经
验分享。

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
介绍，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4.81万亿元，同比增长6.7％，直播电商
等新业态爆发式发展，农村电商迅速崛
起。同时，今年以来，网上购物、在线教
育、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线上需求增长
较快，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加速提升。

10 月郑州商品房销售
均价每平方米11506元
本报讯（记者 曹婷）昨日，记者从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 10月郑州全市商品房销售 22082套
（间），销售面积233.83万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11506元。

其中，10月商品住宅销售 18133套，销售面积 209.36万平方
米，销售均价每平方米11709元。非住宅销售3949套（间），非住宅
销售面积24.46万平方米，非住宅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9766元。

同时，10 月全市二手房共成交 5327 套（间），成交面积
53.02 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米 10656 元。其中住宅二手
房共成交 5199 套，成交面积 51.23 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
米 10646元。

此外，10月在主城区的各区：全市商品住房销售均价最高的
是郑东新区，每平方米 20660 元；最低的是二七区，每平方米
11592元。非住宅销售均价最高的是郑东新区，每平方米 17107
元；最低的是二七区，每平方米 8122元。二手住宅成交均价最高
的是郑东新区，每平方米 17836 元；最低的是管城区，每平方米
11030 元。二手非住宅成交均价最高的是管城区，每平方米
15658元；最低的是高新区，每平方米5001元。

安徽文旅推介会举行
邀郑州市民去冬游

本报讯（记者 成燕）美好安徽，迎客天下。昨日下午，由安徽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0年安徽文化旅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河南与安徽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今年6月，商
合杭高铁全线贯通，为两地游客互动搭建了快速通道。此次到郑
州推介，安徽省文旅部门生动展示了精品旅游景区和特色新业
态，重点推介了皖南世界遗产之旅、皖江诗意美景之旅、环巢湖
休闲之旅、皖北历史文化之旅、多彩大别山之旅等精品旅游线
路。合肥、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 、滁州、六安、芜湖 、宣
城、池州、安庆、黄山、广德等市、县分别推介了当地特色文化旅
游资源产品和新业态、新产品、新玩法。

推介会现场还邀请知名旅游达人分享游安徽的真实体验和
欢乐故事。安徽省部分市、县发布当地接待组团游、自驾游、专
列等奖补政策，与郑州参会旅行商进行深入交流洽谈，达成一批
合作意向。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

11月23日，一台机器人在成果展示现场进行演示。当日，
2020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在青岛举行。本届大会以“应对新
挑战 拥抱新技术 抓住新机遇”为主题，设置了发展大会、企业家
峰会、主旨报告等板块。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5G＋工业互联网，这个加法怎么做？

11月23日，综合检测车停靠在福州南站。当日，福州至
平潭铁路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计划于2020年底开通运营。福
平铁路是京福高铁的重要延伸段，线路全长约88公里，设计
时速200公里。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福平铁路进入
运行试验阶段

15项世界互联网领先
科技成果在乌镇发布

新华社杭州11月23日电（记者 黄筱 余俊杰）美团AI无人配送方
案助力抗疫、360全息星图网络空间测绘系统让网络攻击无处遁形、亿
级神经元的神经拟态类脑计算机实现仿生嗅觉感知识别……15项科
技成果 23日在浙江乌镇举办的 2020年“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
布活动”发布，聚焦数字化社会治理，触摸前沿科技发展脉动。

此次发布紧扣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数字赋能 共创
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题，打造了一个顶尖科技
与人文交流、数字经济发展与抗击疫情相互交融的平台，旨在展现全
球互联网领域最新科技成果，弘扬互联网技术创新、绿色、包容和共
享理念，彰显互联网领域从业者的非凡贡献，搭建全方位的创新交流
平台。

据了解，成果征集通知自 8 月初对外公布后，得到了全球互联
网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今年共征集到各类领先科技成果
300 多项，分别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所申报
项目聚焦产业恢复与协同发展、数字化社会治理、全球公共危机应
对、人工智能云生活、绿色数字公益实践五大应用领域，涵盖量子计
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高端芯片、5G网络架构和应用等方面。

此前，近 40名互联网领域的中外知名专家组成“世界互联网领先
科技成果专家推荐委员会”。发布活动最后，专家推荐委员会特别推荐
了清华大学等 4家单位申报的成果，用于鼓励全球更多的科技人才和
企业，积极投身于科技创新，在基础理论等领域不懈探索，为人类未来
更好地生活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观众在中国电科展台观看四足机器人展示。2020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22日在浙江乌镇拉开帷幕。130家企业和机构在2万平方米的展馆内聚焦
互联网最新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动态，着力展示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
5G等领域的数字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新成果。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