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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Wi-Fi究竟是否安全？”
“千万不要随便连接公共

场所的 Wi-Fi，否则很可能会
‘中招’，造成个人信息的泄漏
甚至经济财产损失。”近年来，
用户因使用公共Wi-Fi而造成
账户被盗的案例频发，使公众
对于公共WiFi的安全性产生了
极大的担忧。

随着网络安全隐患升级，
继Wi-Fi上网速度、便捷之后，
公共Wi-Fi连网安全变成为用
户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事实上，公共Wi-Fi并不
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不安全。”
近日，有近20年网络安全从业
经验的WiFi万能钥匙首席安全
官龚蔚在“安全之道”分享会现
场发表“网络安全大变迁”演讲
时，就该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两年前加入WiFi万能钥匙后，龚
蔚一直负责带领安全团队构建
完整的Wi-Fi安全体系，“专注
用户连接WiFi安全”。

龚蔚表示，“目前的网络环
境下，绝大多数公共Wi-Fi热点

都是安全的。不能因为极小部
分风险热点，就建议公众完全
不要使用公共 Wi-Fi。针对风
险热点，使用专业工具连网，将
远远比直接通过手机系统连网
要安全。”

随着使用平台和使用需求
的变化，用户的资产隐私、甚至
生命安全也越来越多被涉及。
从恶意软件到木马病毒再到网
络敲诈，信息安全的等级度正
在改变，用户受到的威胁形式
也随之发生变化，对网络安全
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阶。

智能时代将现安全“爆发点”
PC时代，大众对网络更多

的是娱乐方面的需求；到移动
时代，用户上网开始涉及到在
线购物和移动支付，大家开始
意识到“手机不能丢”，如果手
机丢失，暂停SIM卡则仅仅只是
安全预防的第一步。

“网络安全的发展历经了PC
到移动时代，如今在智能的路上
不断前行。智能时代，网络安全
的爆发点可能会到来。”龚蔚表

示。其团队基于4亿热点的大数
据画像，已自主研发出一套能提
前预判热点安全隐患的“黑科
技”。他强调，“技术多重保障”
是保证用户安全的基础。

用户通过WiFi万能钥匙连
接Wi-Fi时，万能钥匙会基于其
安全云感知系统，对WiFi热点进
行全方位安全评估。

此外，WiFi万能钥匙的安全
隧道系统也已成熟应用。安全
隧道保护系统是一套由多个专
利技术组成的网络安全保障体

系，包括数据加密分级传输、恶
意攻击实时监测、高达90％的
恶意攻击拦截等，提供底层驱
动级保护。

据悉，在多重技术保障之
上，WiFi万能钥匙还为用户提供
了一个Wi-Fi安全险。如果用
户因使用WiFi万能钥匙连网而
造成财产损失，可以向保险公
司索赔。官方数据显示，自
2015年9月上线至今，Wi-Fi安
全险推出已1年多，但仍然保持

“零索赔”记录。

青年报 王霞

“创业就是创业，其中艰辛
并不会因为你是明星而有所减
少，所以，创业之前一定要做好
准备。”上周末，兼有主持人及
NPC潮牌创始人身份的李晨在
腾讯理财通大讲堂2017年度脱
口秀专场中，与观众分享自己
的“明星老板创业经历”。

现场，《吐槽大会》编剧、《今
晚80后脱口秀》演员梁海源也首

度“爆料”其脱口秀创作背后3次
转行的加薪路，并与李晨现场辩
论“加班究竟该不该获得加薪”。

“其实，向老板花式求加薪
不如通过投资理财的方式积累
财富，完成给自己加薪的约
定。”财经作家、德林社创始人
李德林在现场建议。

不过，合理理财对于许多
人而言仍比较遥远。“我们团队
在用户调查时发现，工薪阶层
普遍都有理财诉求，但由于工

作繁忙，信息渠道窄，缺乏理财
知识与方法。”腾讯理财平台产
品部负责人闫敏就上述话题表
示，“针对该人群，我们为其量
身打造了‘工资理财’功能，只
要每月将工资的一部分定投，
即可通过日积月累让工资稳健
增值，从而帮助用户培养良好
的理财习惯。”

闫敏透露，最新数据显示，
理财通上线3年来用户数已破
亿，资金保有量超过 1500 亿。

除工资理财外，用户还可根据
自身需求选择“梦想计划”、“信
用卡还款理财”、“还房贷理财”
等生活化理财服务。

现场，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
家、腾讯金融科技智库外部专家
林采宜从宏观角度分析国内外
目前经济形势后，建议大家谨慎
配置高风险资产，“今年可能仍
是黑天鹅频出的1年，目前，投
资者应该加大对低风险、高流动
性的现金类资产的配置。”

青年报 王霞

本 周“ 大 事 ”有 点 多 。
2017MWC（世界移动大会）上海
展召开，众多国际通信业大咖
云集，全球前沿科技尽显，很多
新鲜事就要发生在手机或者移
动设备上了。

但对于安娜而言，还有件
事开始提上日程——暑假马上
要来了。

自从儿子豆豆上幼儿园以
后，寒暑假带他出游便成为安
娜每年的“必修课”。上个月
底，豆豆就开始缠着她问“今年
去哪里玩”了。

有机会出去“嗨”安娜也是
很开心的。但每次出行前的准

备工作和行程中不时出现的各
种小状况却常常让她力不从
心。记得上次去菲律宾，忘记
买移动Wi-Fi了，只好临时买了
当地的移动卡。但换卡也很麻
烦，国内电话不能及时接。

就算准备了移动Wi-Fi，这个
小东西也会经常没电。去年在日
本，由于忘记给Wi-Fi充电，全家
第二天还是过了1天“无网日”。

“要不是国外用流量太贵，
谁不想像在国内一样拿出手机
就上网啊，可惜了我的飞毛腿
联通4G网。”安娜叹道。

正想着，豆豆爸爸发来一
条微信。

“刚看到条消息，说现在联
通号码在境外上网自动包天不

限流量了。”
安娜异常激动，立刻开始

查询。果然，联通5月31日又
宣布调低国际漫游资费，覆盖
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
中国游客出访热点地区，数据
平均降幅84.57%。

不过，包天不限流量的套
餐好像去年就推出了嘛，对“不
限量”特别关注的安娜仔细看
了一下，去年6月1日，中国联
通的26元／56元包天套餐就进
行了升级——不仅包天资费降
低到25元／55元，原来需要用
户出行前进行申请才能开通，
现在只要用户进入境外联通覆
盖的“包天区域”，就可自动进
入套餐模式。

“以前没有套餐时，出境每
天流量费是160元封顶，用足会
被关掉蜂窝数据。现在在‘包
天区域’，根据你所在的国家不
同，每天25元或55元就停止计
费，但流量不关闭，可以无限量
使用。用完100MB或者60MB的
高速流量后自动开始常速上网
模式。”安娜窃喜，“连申请都免
了，可以说是非常赞了。”

今年安娜暑假计划要去的
泰国，包天只要25元，“少掉移
动 Wi- Fi 也少了很多心理负
担。而且联通的WCDMA制式是
目前全球通用范围最广的移动
网络制式，完全不担心在其他
国家的联网问题。出游何求，
不就是要痛快吗？”

智能时代“安全”需求骤增

网络安全“爆发点”或将到来

腾讯理财通“花式”传授加薪秘籍

出境游“麻麻”再也不担心流量了

手机丢失，仅仅注销SIM卡就能确保与手机号关联过的信息万无一失吗？要怎样连接公共Wi-Fi
才能避免“钓鱼”中招？

“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的爆发点可能会到来。”针对类似问题，近日，WiFi万能钥匙首席安全官龚蔚
在“网络安全大变迁”的分享中，就当前与用户切身相关的网络现象进行解读，并强调“技术保障”在用
户连接Wi-Fi中的重要性。 青年报 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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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投资
正历新契机

6月26日，波兰招商引资政
策解析暨波兰投资定居项目在
沪发布。目前，波兰正逐步推进
新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旨在通
过发展公共事业、提升城市生态
环境和绿色能源利用、改善城市
交通和城际交通，进一步提供全
面细致的公共服务。

波兰国家商务委员会主席
Jerzy Bujok表示，波兰政府非
常重视科技创新，同时，其智慧
城市、远程医疗、农业科技方面
均具备相当的优势，“投资人将
和波兰国家商务委员会一起成
为被支持的新创企业的股东”。

据波兰投资定居项目官方
指定律师拉斯罗·约瑟夫博士透
露，作为投资定居项目的申请
人，依据欧盟和波兰的相关法
律，将获取以雇佣及其它盈利性
行为为目的的居留卡。

“作为该项目在中国的官方
服务机构，亚太管理中心将努力
确保项目宣传和运营的合理性
及准确性。”波兰投资定居项目
亚太管理中心首席运营官 Kar-
en Wang表示，“希望通过不断地
推出国家支持的项目，帮助中国
企业、企业家及成功人士轻松获
得欧盟国民待遇、顺利对接欧盟
和中国两地市场、促进两国人民
的友好交流及广泛的经贸往
来。” 青年报 王霞

咪咕携亚马逊
推联合品牌Kindle

近日，中国移动咪咕联手亚
马逊，宣布推出专为中国市场定
制的全球首款联合品牌 Kin-
dle——亚马逊Kindle X咪咕电
子书阅读器，以期将更丰富的网
络文学内容整合到Kindle电子书
阅读器，为中国读者提供超过80
万本电子书选择。中国读者可以
在Kindle电子书店的46万余本
Kindle电子书与咪咕阅读的40
余万本精选网络文学作品这两个
世界之间一键自由“穿阅”。

该款阅读器配备高对比度
电子墨水显示屏，即使在阳光直
射的情况下也无反光干扰。

据悉，中国移动咪咕阅读目
前月均活跃用户达1.6亿，并精
选40余万本网络文学电子书供
应到该款阅读器中。

据悉，规定期限内在亚马逊
中国官网预订，以及在中国移动
线下零售店购买Kindle X咪咕
阅读器的用户，可免费获得12
个月亚马逊Prime会员。

青年报 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