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zkb@163.com

B04 市场消费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解敬阳 美术编辑谭丽娜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安全领袖峰会举行，业内人士指出：

“多层次”构建信息安全成关键
■资讯

你可知道，过去的2016年，全年曾共发生过数据泄露事件1800起，外泄记录近14亿条，网民所受
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

“新形势下，信息安全已发生结构性改变。”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在昨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互联
网安全领袖峰会中指出，随着责任主体、安全边界和保障机制的改变，“信息安全应从社会安全意识、应
急响应机制、基础建设投入、法治保障体系4个层面入手，构建和完善保障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枢神
经’。” 青年报 王霞

信息安全的“结构性变化”
或许你还记得今年5月份

的 WannaCry 勒索病毒事件，其
在全球范围内的“大爆发”让至
少150个国家、30万名用户“中
招”，造成损失达80亿美元，影
响到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
业，造成严重的危机管理问题。

“WannaCry勒索病毒将成为
数字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信息安全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在现场
演讲中表示。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共发生 1800 起数据泄露
事件，近 14 亿条记录外泄；而
据 估 算 ，2016 年 ，因 垃 圾 短
信、诈骗信息、资料泄露等原
因，造成网民的经济损失高达
915 亿元。此前提到的 Wann-
aCry 勒索病毒至今还让我们
心有余悸。

毋庸置疑，新形势下，信息
安全已发生结构性改变。

任宇昕表示，信息安全的
责任主体，已不再只是政府及
专业安全公司，所有参与数字
经济的企业，都必须具备这个
基础能力，“信息安全边界也发
生了改变，信息安全不再是独
立的第三方产业，而是深度融
入数字经济领域、成为数字经
济的神经系统。”

同时，行业合作机制也面
临改变，技术共享、全球协同将
成为新时期信息安全保障机制
的重要基础，人才、技术、体系
都将不再孤立存在。

“曾经，抢劫犯会出现在银
行，因为钱在那里；而随着如今
网络连接的普及，钱被分散到
诸多支付和流通环节，于是，犯
罪开始变得无处不在，因为钱
在那里。”VISA副董事长兼首席
风险官Ellen Richey在现场演
讲中，特别强调对数字的处理
和多方合作的重要。

她认为，如今的信息安全
必须是多层次的，在数字经济
运行中，数据“既是目标，又是
方案”，“现在，数据产生后我
们必须先进行保护，对其脱
敏、强化，然后才能赋权消费
者。在之前60年的时间里，我
们一直在研究支付中的安全
技术。”

网络安全需要“大协作”
“当前，开放、共享、合作，

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安
全产业共识。”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
工程师吴曼青在现场演讲中表
示，如今的新形势下，网络安全
需要的是“大协作”。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参
与单位，我们呼吁有能力、有担
当的企业积极承担责任，积极
参与信息安全这一‘神经系统’
的构建。”任宇昕在接受采访时
坦言。

大会在圆桌讨论中一致认
为，全行业要跨过信息安全这
道坎，应该从社会安全意识、应
急响应机制、基础建设投入、法
治保障体系4个层面入手，成为
保障数字经济发展的4条“中枢
神经”。

首先，社会安全意识需要
转变，安全问题前置、安全已成
为业务流程重要组成。对全行
业来说，安全治未病时代已经
到来，头疼医头的“看护式”安
全模式，必须向全民健体的“保
健式”安全模式转变。企业要
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具备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如同具备大数
据能力、云计算能力一样。

其次，建立协同应急响应
机制，人才、技术、数据全面共
享，释放安全“势能”。

“实际上，中国目前安全方
面的人才缺口非常大。”腾讯副
总裁丁珂在论坛中表示，“尽管
中国安全人才梯队和技术创新
能力已经全球领先，但勒索病
毒等新攻击一来，大家还是手
足无措。其中政府、企业、安全
公司没有有效联动是主要原因
之一，安全势能没有得到有效

释放。”
与此同时，加大安全基础

建设投入和提升安全法治保障
体系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据任宇昕透露，目前，国内
信息安全投入不足1%，“远低于
美国、日本等国家”，致使像勒
索病毒这样的攻击到来时，应
对“略显不足”。鉴于此，腾讯
在人才梯队及培养闭环方面和
企业责任方面一直持续加大投
入。

例如，在腾讯安全联合实
验室矩阵体系的基础上，开放
了全球最大安全云库，并在漏
洞挖掘、反诈骗、车联网安全等
领域，与谷歌、苹果、特斯拉等
全球巨头保持良性合作；与此
同时，腾讯守护者计划还积极
携手公安部、运营商、银行、合
作伙伴打造反电信网络诈骗闭
环，积极打击诈骗犯罪。

舒肤佳与巴萨
开启战略合作

8月11日，舒肤佳正式宣布
成为巴塞罗那俱乐部中国官方
合作伙伴，这一全新的战略合
作协议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
在未来两年里，舒肤佳将成为巴
塞罗那俱乐部在中国的官方指
定沐浴用品。双方之间的此次
合作不仅能够起到强强联合、扩
大品牌影响力的作用。还将通
过双方在个人洗护、体育运动领
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上述地
区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伴随着双方合作关系的启
动，全新升级的舒肤佳活力运动
系列产品也首次亮相。作为知
名个人清洁品牌，舒肤佳从健康
除菌的基本理念延展开来，新一
代产品主打清爽抑汗味，专为爱
运动人士定制。巴萨球星里瓦
尔多也在场分享自己的使用体
验，传递尽情飙汗、无所味惧的
足球精神。

据宝洁科学传播总监高培
介绍，全新升级的运动系列共有
劲能活力、劲爽清新、劲醒焕活三
款产品供消费者挑选。经专业闻
香师评估，舒肤佳运动系列沐浴
液除了增加了20%洁净力及迪保
肤+，能够有效对抗引起汗味的
细菌，更可以在沐浴后持久留香
长达12小时。 青年报 沈旖旎

鹏博士打造
社区智慧新零售

近日，鹏博士集团宣布将为
旗下信息服务进行升级，此举
除了响应国家对提速降费与实
体零售创新转型政策，也为了
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的社区生活
新体验。一直以来，鹏博士积
极响应宽带提速降费的号召，
带头升级百兆、千兆宽带，并降
低宽带费用。为了提高消费的
网络体验，鹏博士今年将进一
步提升宽带接入网速。在服务
和应用上，鹏博士上海公司则
继续发扬鹏博士宽带+服务的
传统优势，在业内率先把宽带
服务标准与内容服务提升到更
高的标准，全面打造成家庭宽
带服务新标杆。

此外，鹏博士上海公司解读
了包括社区商圈在内的三大商
圈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开放平
台及能力资源，构建社区商业新
零售，挖掘社区商圈新价值的愿
景。据了解，鹏博士深耕社区
17年，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天
然的社区及家庭服务入口、强大
的社区营销和推广能力以及卓
越的大数据平台能力。未来更
将依托其能力和资源优势，连接
家庭与厂商，以人工智能对接工
业4.0，打造社区智能服务新平
台。 青年报 沈旖旎

青年报 王娟

8月9日，由重庆中渝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新光
三越集团投资经营的新光天
地正式开业，新光天地的开业
标志着嘉州商圈迎来新一轮
的提档升级，千亿商圈迎来崛
起时刻。

据了解，新光天地建筑面
积35万平方米，营业面积25万
平方米，配备约5000个地下停
车位，以打造“长江上游高端的
购物及生活中心”为定位，建立
城巿中的美好生活城巿，呈现
重庆城巿清新、华丽的新地
标。以“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
的初心，构建一个新兴的城巿

中心，以城巿肌里规划出立体
的交通动线及三大世界美丽巿
场、百货世界、天空之城，特别
规划垂直的A、B、C三大交通核，
交通核中包含：电梯、扶梯及步
梯等，全馆总计182部手扶梯及
电梯，2F并有3座室外连廊，加
上B1F与轻轨相连，形成了风雨
无忧的立体人行系统。

据悉，新光天地是中渝国
际都会这个集合商业、商务、
办公、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超
大型现代化城市综合体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渝国际
都会作为重庆市主城核心商
圈——嘉州商圈的代表项目，
自设计初始，就全球邀标，并
与日本日建设计、（中国）北京

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著名设
计大师担纲整体建筑设计，由
世界著名园林景观设计单位
——美国SWA公司负责项目整
体环境设计。

新光天地作为嘉州商圈核
心项目中渝国际都会的主力商
业体，打造长江上游高端的生
活、娱乐、休闲、购物中心，它的
开业，不仅带来了全新、优质的

“顾客至上、真心诚意”的经营
理念，还汇集了世界各地超过2
万多种的日常生活用品及食
品，消费者更可以享受和购买
到，来自美丽宝岛的各类美食
和特色产品。

“美丽巿场”位于B1F，共约
8万平方米，提供每天美好生活

的开始，成为城巿居民的每日
生活中心，主要分为新鲜巿集、
餐饮美食、生活大街、趣味生活
及社区生活中心等五个区段。

“百货世界”位于1F-4F，合计约
8万平方米，新光天地以26年百
货经营经验慎选全国及国际知
名共计近300个品牌进驻，并以
各族群对象不同的生活型态，
规划出具有游逛乐趣的购物空
间。“天空之城”位于5F-8F，这
是新光天地献给人们的梦幻乐
园，以玩具故事、青春王国和森
林影院三大概念区块，规划生
活城巿中惊艳的欢乐体验，并
以湖上冰宫、旋转木马、空中花
园及电影院等为城巿地理位置
识别地标。

新光天地开业 打造高品质消费购物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