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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首届“99公益日”让
更多人了解了“配捐”一词。今
年，99 公益日来临前，腾讯基
金会正式宣布，继上届9999万
的配捐额之后，今年配捐金额
将至1亿9999万。

“配捐的全面‘加码’，旨在
撬动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推进公
益项目更广泛地连接公众。”腾
讯基金会秘书长翟红新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与此同时，今年的
配捐机制也更加灵活，引入“随
机配”等新玩法，在撬动更多参

与人群的同时，也有望让公益变
得更加时尚和有趣。

据了解，为鼓励公益机构参
与，自筹金额当天排名前99名的
项目，还将有机会在每晚21点
后争抢圣农集团1000万、云南
白药牙膏500万的1:1配捐，“这
意味着，一位用户一天内捐款最
高可获得三份配捐。”翟红新补
充道。

与之相呼应，除捐赠外，本
届“99公益日”上百家爱心企业
还将通过互联网公益平台，从核

心能力贡献、公众倡导、员工消
费者参与等维度探索可持续、更
丰富的新参与模式。

“例如，滴滴出行除捐赠数
百万的善款外，还开放全平台渠
道资源为公益助力；肯德基将发
动线下5000家门店，推出1000
万个‘公益全家桶’等等。”一位
负责人透露，而“99公益日”之
前，腾讯公益平台全新上线的

“企业一起捐”、“电子捐款箱”等
新功能，也让企业参与公益有了
更大的想象空间。

青年报 姜卓

近日，360手机正式对外发
布两款被誉为今年最值得期待
的旗舰级安全手机——360Q5
及360Q5 Plus。360公司董事长
周鸿祎公开表示，下一个十年，
网络安全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
工作生活，更关乎国家安全以
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万物互
联时代，每个人都变得更加透
明，如何真正保护每个人的信
息安全，私密信息不被泄露，这
正是360手机所要做的事。

据介绍，为了获得更可靠
的安全防护等级保证，360手机
联合全球领先的银行卡安全芯

片服务商欧贝特、英飞凌，首次
将 银 行 级 安 全 芯 片 运 用 到
360Q5 系列之上。与其他产品
所搭载的芯片产品不同，这款
融汇中外安全技术，专为360Q5
独家定制的银行级安全芯片，
在问世之后立刻就获得了 CC
EAL5+安全认证。而与普通手
机所有信息统一存储统一读取
不同，360Q5系列将密码、指纹、
账户等信息独立保存于独有的
CC EAL5+安全芯片之中，并对
每一次相关信息的调用读取，
采用加密方式进行，这一套加
密方案，获得了国家密码管理
局商用密码检测中心认证。

不仅如此，银行级专业安全

芯片为360Q5带来的保护提升更
延展至安全信息之外。当手机
丢失，银行级安全芯片可智能识
别丢失后的执行动作，一旦
360Q5检测到强行拔出SIM卡、
关闭网络或ROOT手机等恶意行
为，将自动判定手机处于被盗丢
失状态，并自行开启芯片级防盗
保护，立即锁死手机，以保护手
机内私密信息的绝对安全。

同时，360Q5和 360Q5 Plus
都 加 入 了 SafeSwitch 功 能 ，
SafeSwitch功能由高通与360手
机联合研发，可提供系统程序和
数据保护、硬件保护、SIM卡锁定
三项安全防护。登录360 OS系
统账户，进入安全防盗开启硬件

防护，激活SafeSwitch防护，当
对手机进行Root或对系统分区
进行破坏操作时将触发保护机
制，强制重启手机，并在系统启
动后锁定，必须输入密码解锁后
才可操作。

SafeSwitch 防护不止停留
在软件层面，更换手机存储器
或CPU的行为也会触发密码校
验机制，同时SafeSwitch功能还
可以通过云端锁定SIM卡，一旦
手机被盗，更换新的SIM卡将无
法被系统识别，手机也将无法
正常工作。银行级安全芯片与
SafeSwitch功能构成“双保险”，
大大提升手机的安全性，防止
私密信息泄露。

Blueair捐赠
儿童医院

近日，瑞典专业空气净化机
品牌Blueair（布鲁雅尔）在品牌
成立20周年之际，携手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向上海市儿童医
院捐赠50台空气净化机，关爱
医护人员呼吸健康。

医护人员作为奋战在守护
全社会健康第一线的专业工作
者，担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承载着较
大的工作压力，然而现如今医
护人员的健康却往往易被忽
视。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家庭健康基
金秘书长武宏伟表示，本次捐
赠仪式是对医护人员呼吸健康
的实际改善。

Blueair（布鲁雅尔）高级商
务拓展经理Helena Svensson介
绍说，本次捐赠给上海市儿童医
院的空气净化机是Blueair（布
鲁雅尔）品牌经典系列的 270E
Slim。这款产品除了使用品牌
专利的HEPASilent过滤技术、通
过了国际空气净化机行业权威
第三方独立机构美国 AHAM 认
证、美国能源之星认证和美国加
州空气资源委员会（ARB）的零臭
氧认证外，更是通过了国内今年
3月正式施行的空气净化机新
国标，产品性能均符合新国标要
求，其中CCM累积净化量更是超
出新国标规定数值。

同时，这款空气净化机设有
自动档位，配合智能检测模块，
可根据室内空气质量自动调节
风扇速度，在医护环境中能够提
供更高效便捷的空气净化效
果。 青年报 姜卓

西窗科技
收购微软在线

近日，西窗科技同微软达成
合作，宣布收购微软在线网络通
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西窗
科技表示，为更好适应中国市场
需求，继续为其股东和员工创造
价值，公司达成管理层收购协议
（MBO），并于 2016 年 8 月10
日起正式生效。原微软在线总
经理刘振宇将出任西窗科技首
席执行官。

据悉，西窗科技同微软正在
密切合作，对现有公司重点的互
联网搜索和广告业务的运营模
式进行优化，以确保其核心业务
和合作伙伴的延续性。

青年报 王霞

腾讯“99公益日”加码公益新生态

“互联网＋”撬动“透明公益”
“透明的连接是

‘互联网＋’公益的灵
魂。”腾讯主要创始
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
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
在每年一度的“99公益
日”现场接受采访时表
示，“互联网与公益天
然契合，均具备自我进
化、不断迭代的能力，
双方合力将有效促进
公 益 新 生 态 圈 的 构
建。” 青年报 王霞

360发布旗舰级高端机Q5 主打专业安全

两年前，一部《亲爱的》掀

起全国关注被拐卖儿童的热

潮。电影播出一个月后，2014

年 10 月，腾讯 QQ 全城助力

项目正式诞生。官方统计数

据显示，迄今为止，该项目已

联合公安部打拐办、“宝贝回

家”公益组织对全国 65 名失

踪儿童案例进行推送，累计

触达 3.9 亿 QQ 用户，成功帮

助 15 个家庭巡回 16 名失踪

儿童。

“利用互联网寻找失踪儿

童的优势是，基于儿童失踪地

以及用户手机的地理位置，推

送紧急寻人启事。”项目负责

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这场为完整一个家庭

进行爱的“拼图”的持久战

中，“每次推动信息后，后台

便会收到大量热心用户提供

的信息和线索。”项目负责人

表示，公益由此变成一件异

常便捷又精准有效的“全民

运动”。

不仅如此，为激发潜藏每
个人内心的“爱”之能量，今年
的99公益日挖掘了更多互联网
玩法，以期推进全民公益，“让
每一个个体都能撬动一群人的
力量”。

“和去年99相比，经历了一
年时间的打磨后，今年的‘99公
益日’无论规模、资源、还是与
参与伙伴的合作纵深上，都实
现了飞跃。”腾讯集团副总裁、

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

据程武透露，今年 9 月 9
日，腾讯公益将通过与芭莎时
尚、90后新锐导演合作，以及与
故宫、动漫题材、各大游戏IP等
联动，推动体育+公益，游戏+公
益，影视+公益等一系列跨界融
合，令公益更加“有趣、时尚、随
处可见。”

“互联网的发展和创新有

利的推动了公益理念的普及
化、公益参与的便捷化、公益执
行人透明化、和公益帮扶的精
准化。”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
工作局局长章勋宏在现场演讲
中指出。

据透露，腾讯公益将在该
过程中全面开放自身资源包，
把关系链、社交能力、支付能力
作为原始的工具开放给更多企
业和公益组织。

巨额配捐撬动 企业深度助力

科技赋能联动 公益新生态初现

全城助力
为爱“拼图”

■资讯

[让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