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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今年上半年，12381 政务服务电话平台

接到了 35 万个来电和留言，办理每一个来电

或留言平均只用了半天时间，群众满意度达

到了 99%以上。”7月 13日，在 2021（第二十届）

中国互联网大会数字政府论坛上，工业和信

息化部办公厅副主任任利华介绍了数字政府

建设取得的最新成效。

当前，汹涌的数字化浪潮不仅给时代带

来洗礼和革新，也为解决种种治理难题提供

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手段。建设数字政府

已成为数字中国和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保障，

防范应对重大突发风险的强大护盾。

安全是建设数字政府
的基石

将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融为

一体，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政府建设有效结

合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认识。我国高

度重视数字化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

加强顶层设计，建平台、设标准、立制度，各地

区、各部门也在紧紧围绕新阶段新任务新要

求，开拓创新积极实践。

“现代数字政府发展理念的本质在于用

新型技术赋能政府，重塑政府治理的发展模

式。”中国软件研究院副院长周献民说，在建

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以安全为基石，以数据

要素为驱动，以“智能+”为突破口，以模式创

新为推进路径的现代数字政府建设已经迫在

眉睫。

毫无疑问，安全是现代数字政府的根

基。“安全与发展是数字化浪潮的‘一物两

面’，只有真正实现了底座安全、数据安全、

运营安全，才能带来稳定和发展。”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总工程师周进军强调，信

息技术自主创新为现代数字政府建设提供

了安全保障，要从基础设施底座安全、数据

安全和运营安全三个方面为数字政府保驾

护航。

论坛上，中国软件发布了《现代数字政府

白皮书》和《数智大监管白皮书》。其中，《现

代数字政府白皮书》创新性地提出了“安全固

基、数字智理、众建共享”新理念。

“安全固基，通过换底座、保根基，以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自主可信技

术构建核心的底层公共基础设施，使应用系

统的建设更加稳固。”周献民说，基于自主安

全的芯片，实现与可信计算、主动安全防御能

力全方位深度融合，由外挂安全转为内生安

全，由单点防御向体系化协同防御演进，由

“被动防御”变为“主动免疫”，为现代数字政

府提供体系化安全保障。

数据智能助力政策资
源实现精准滴灌

中国软件常务高级副总经理符兴斌认

为：“数字政府建设，根在数字，关键是政策牵

引和技术支撑”。

那么，在数据治理方面，如何才能利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政务服务的智

能化水平呢？

在周献民看来，现代数字政府是用数据

驱动的协同性政府，要利用数据智能，实现治

理需求提前预判，治理过程靶向精准，治理主

体扁平高效，治理资源优化配置。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对物理世界的风险

进行模拟推演，实现治理风险的时空预判；精

准需求画像，优化资源配置，沟通双向触达，

形成闭环反馈，实现治理过程靶向精准；以相

互联系的网络 IP 连接成扁平沟通网络，实现

多方位、立体式的主动沟通，实现治理结构扁

平互动；基于算法求解器为海量数据环境下

的复杂问题提供多维度的有效决策，优化治

理资源配置。”周献民解释道。

《数智大监管白皮书》以“安全为基、数据

驱动、AI赋能、协同共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

国软件在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交通监

管、税务监管、公安监管、审计监督等领域深

厚积累和广泛实践，提出以大数据、AI双引擎

驱动的政府监管概念模型、数智大监管业务

模型以及数智大监管解决方案模型。

汇全域数据之海，开智慧监管之门。中

国软件行业技术总监刘丰表示，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技术的引入，必将

引导各领域监管向数字监管、数据监管、智

能监管、智慧监管、信任监管、线上线下一体

化监管转变，实现各领域监管方式、模式、理

论、机制的创新，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

提升。

打牢安全根基 数字政府建设才能用好新技术红利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网络产品安全

漏洞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

定》自今年 9月 1日起开始施行。

志翔科技高级副总裁伍海桑对科技日

报记者说：“《规定》是对《网络安全法》的细

化，进一步规范了网络产品的漏洞发现、公

布、报告和修补等流程，明确了职责、对象

和办法，是网络安全法落地实施的环节，非

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务实。”

这是我国首次从产品视角管理漏洞。

“以往从攻击事件视角、网络系统视角

等为主的漏洞收集及管理模式，只能解决

单点问题，很难对该漏洞影响各行业的风

险情况进行全面研判和处置。”奇安信集团

副总裁、补天漏洞响应平台主任张卓说，

“在供应链安全威胁日益严重的全球形势

下，《规定》着眼于整个供应链的风险评估

和有效处置，对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保护网

络产品和重要网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具

有重大意义。”

网络产品漏洞往往波及所有相关使用

者，而不会只影响局部。

张卓介绍，今年 1月，专注于产品生命

周期管理解决方案的西门子Digital Indus-

tries Software爆出数十个漏洞。黑客利用

这些漏洞就能执行恶意代码。所有使用该

款产品的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规定》将及时修补网络产品安全漏洞

作为网络产品提供者应当履行的安全义

务。要求网络产品提供者于2日内向工业和

信息化部报送漏洞信息，并及时进行修补，

将修补方式告知可能受影响的产品用户。

在压实责任、明确流程的同时，《规定》

也将红线划清。

《规定》特别强调，从事网络产品安全

漏洞发现、收集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刻意

夸大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的危害和风险，不

得利用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信息实施恶意炒

作或者进行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

动；不得将未公开的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信

息向网络产品提供者之外的境外组织或者

个人提供。

如张卓所言：“《规定》的初衷在于规范

网络产品漏洞的处理和生命周期流程，禁

止拿漏洞作恶。”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指

出，近年来，不少专业机构、企业和社会组

织等建立了从事漏洞发现和收集的漏洞收

集平台，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漏洞收集平台

暴露出内部运营不规范、擅自发布漏洞等

问题，亟须加强管理。

《规定》明确对漏洞收集平台实行备案

管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通过备案的漏洞

收集平台予以公布，并要求漏洞收集平台采

取措施防范漏洞信息泄露和违规发布。

在此《规定》之下，不以“恶意利用”为初

心，以发现、公布漏洞、敦促运营者及时修补

的“白帽子”们的行为将更加合法合规。

针对“不得发布网络运营者在用的网

络、信息系统及其设备存在安全漏洞的细

节情况。”这一条款，参与《决定》起草阶段意

见征集的专家强调，这里禁止的是“具体细

节揭秘式”的发布网络运营者相关漏洞。

如不能发布某企业的某个服务器上有某个

微软漏洞，包括具体的 IP、端口多少等，但

微软产品的漏洞信息在修复后可以发布。

伍海桑说：“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及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草案）等上位法，到完善、补充细节

的条例、办法、规定等相关下位法，方方面面

的数据与网络安全的围栏越扎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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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
支队民警走进南京三之三幼儿园，开展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队列训练、警
用装备展示、安全乘车知识宣讲等，提
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丰富暑期生活。

右图 民警教小朋友正确使用安全
锤。

下图 7月 14日，小朋友在民警的
指导下体验警用装备。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安全乘车教育
走进校园

7 月 14 日 ，工 信 部 联 合 公 安 部 召 开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启动仪式暨

新闻发布会，正式启用 12381 涉诈预警劝

阻短信系统，给人民群众布下一道“反诈防

火墙”。当前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变化

快、迷惑性强、查处难度大。工信部联合公

安 部 坚 持 打 防 并 举 、防 范 为 先 ，研 发 了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首次实现

了对潜在涉诈受害用户进行短信实时预

警，最大限度为群众避免损失。

会上，工信部反诈中心演示了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功能。该系统可根

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号码，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分析发现潜在受害用

户，并通过 12381 短信端口第一时间向用

户发送预警短信，提示用户可能面临“贷

款”“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杀猪盘”等

9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当用户接收到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短

信时，说明正遭受网络诈骗侵害，应提高警

惕，及时中止与诈骗分子联系或止付资金，

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安机关 110、96110 号码

进行咨询。该系统不关联用户个人信息，

全程无人工干预，且部署了防攻击、防泄

露、防窃取等防护手段，可有效保障用户个

人信息安全。

据悉，工信部前期已联合公安机关对49

批、1.8万余个涉案号码分析出潜在预警号码

48.9万个，成功劝阻了近 30万用户，有效率

超过60%，“如果您某天收到了12381发来的

预警短信，请务必重视，提高警惕，如有疑问

可及时向 110、96110进行咨询，最大限度避

免财产损失。”工信部网安局局长隋静表示。

据隋静介绍，上半年，工信部组织对全国 93

家省级基础电信企业、近 1.5亿张物联网卡

开展了3轮次拉网检查，对39家移动通信转

售企业1641万张违规行业卡全部清理，从根

源上坚决挤压违法犯罪的活动空间。

“5 月以来，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

件呈下降趋势。”隋静说，但我们仍要清醒

认识到，反诈工作的长期性、严峻性和复杂

性，要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准备。

谈及下一步工作，隋静表示，工信部将

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密切协同配合，全

力推进“断卡”“打猫”、互联网反诈、重点业

务治理等重点事项，全面推动形成“标本兼

治、协同联动”长效机制，坚决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

（科技日报北京7月14日电）

工信部再出“反诈”新招 正式启用12381涉诈预警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雪）7 月 13 日下

午，记者在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的施

工现场看到，全国首创全钢独塔非对称斜

拉桥——湖北襄阳东西轴线上跨铁路公路

桥成功转体。

13 日的 14∶35—16∶15，在两束牵引索

的牵引下，重达 6000 吨的大桥转体梁段以

盖梁中央的钢球铰为中心，由南北方向向

东西方向转动，转动 93.5°后精确就位，顺

利实现大桥的“华丽转身”。桥梁全长 150

米，设计为（60+90）米不等跨全钢结构独

塔斜拉桥，转体系统是设置于盖梁正中央

的钢球铰，这种“非对称全钢结构独塔单索

面斜拉桥+盖梁中央转体施工”工艺目前

系全国首创。

记者从施工单位中铁一局桥梁公司了

解到，这座桥桥塔由 6 个钢桥塔拼装节段

构成，桥面由 108个钢箱梁拼装节段构成，

其中转体段 90个、两侧合龙段 18个。项目

处于既有襄阳火车站铁路咽喉区，跨越 8

条既有铁路股道，所有吊装节段均为临近

营业线施工，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每

个吊装步骤及工况都进行全过程 CAD 工

况复核验证和 BIM 技术模拟，既确保节段

钢箱梁吊装安全，又确保施工精度及质

量。大桥转体后，将进行两侧边跨合龙段

拼装、附属钢护栏安装、斜拉索调索等施

工，大桥主体完工预计在今年 8月底。

全国首创全钢独塔非对称斜拉桥完成“华丽转身”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7 月 13 日，记

者从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获悉，武汉 1000 千

伏变电站日前完成二次设备挂网招标，这是

第一次在特高压变电站应用自主可控芯片的

二次设备。

变电站二次及通信设备芯片以往均依赖

进口。2020 年 9 月，国网特高压事业部组织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专项工

作组，以武汉 1000千伏变电站为试点，对武汉

站采用自主可控芯片的二次设备开展系列专

题研究。

“工作组逐步确定试用原则和试用方案：

对于控制保护设备，具备芯片自主可控条件

的，本期均进行挂网试运行；对于其他二次、

通信设备，已完成研发检测、能够满足投运时

间要求的，均开展试用。现阶段，绝大多数采

用自主可控芯片的二次设备均可通过专项测

试为推动自主可控芯片设备在电网工程中的

应用落地。”国网经研院设计中心副主任黄宝

莹介绍说。

国网经研院通自中心处长刘颖介绍说，

武汉特高压变电站本期新建二次及通信设备

共 25类，其中保护设备 10类，自动化、直流电

源及辅助设备 12 类，通信设备 3 类。通过充

分论证，10 类保护设备本期全部进行自主可

控芯片试点，自动化、直流电源及辅助设备中

5 类进行试点，通信设备中 1 类进行试点，共

计试点芯片设备 16 类，自主可控芯片试用率

为 64%。

专家表示，特高压变电站，作为中国基

建实力的代表，芯片的自主可控具有重要

意义。

一方面，武汉站自主可控芯片的应用，

将带动电力设备制造业的升级；另一方面，

自主可控芯片的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也将促

进国内芯片行业的产业升级，从应用—反

馈—升级到再应用的反复迭代，将促进自主

可控芯片制造、芯片应用、芯片优化等的立

体升级。

我自主研发芯片首次应用于特高压变电站二次设备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4日电 （记者瞿剑）
中国海油 14日宣布，我国首艘 1.5万吨动力定

位穿梭油轮北海新希望号，在江苏南通竣工

交付。它是为新近投产的我国自营勘探开发

的首个 1500米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量身

定制的“浮动油管”，将承担海上生产平台原

油外输的重任。

中国海油介绍，动力定位穿梭油轮专门

用于海上生产平台与陆地之间的原油运输，

被称为“浮动的油管”。它配备有动力定位和

艏部装载系统，可以在深海及其他复杂海况

条件下定位，快速、安全地连接海上生产平台

送出的输油软管，并接受海上生产平台外输

的原油。

北海新希望号将服务于刚刚投产的全球

首座 10 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

海一号”能源站，预计今年 8 月完成首船原油

外输。

“深海一号”能源站所在的陵水海域为台

风多发区，面临复杂的风浪条件，使用普通油

轮无法保持特定的安全距离和区间角度。而

适用海域、海况条件范围更大，安全系数更高

的动力定位油轮成了唯一选择。

在业内，一艘动力定位油轮的载重通常

在 10 万—12 万吨，而北海新希望号的载重仅

有 1.5万吨，是普通动力定位油轮的十分之一

左右。这就好比将一艘航空母舰的各项功能

集成到一艘潜水艇上，其设计、建造在国际上

暂无经验可以借鉴。

中国海油国贸公司北海新希望号项目负

责人李军表示，该船 1.5万吨的载重设计不但

能满足能源站凝析油外输需求，还具有安全

高效、技术先进的特点，能在复杂的海况天气

环境下，快速反应生产作业的调度安排。

北海新希望号于 2019 年 11 月签订造船

合同。面对新冠疫情影响，中国海油项目组

制定“多场地模块分段同期建造模式”，仅用

11 个月完成船舶建造，相比于全球同类型船

舶工期缩短了近一半时间。

中国海油国贸公司董事长刘大平表示，

北海新希望号的竣工交付为今后国内动力定

位油轮的建设和深水油气项目开发提供了宝

贵经验和借鉴，也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海洋石

油工业的深水装备制造及运营能力。

首艘1.5万吨动力定位穿梭油轮竣工交付

◎本报记者 崔 爽科技日报广州 7月 14日电 （记者叶青
通讯员范敏玲 孙旭东）从企业落户到成果转

化、从应用到创新、从人才引进到生态营造建

立扶持体系，一系列真金白银扶持切实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保障新引进金融科技企业能

够心无旁骛创新发展。7 月 14 日，记者从广

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召开的“金融科技 10

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落户该区的优质金融

科技企业最高可获得 2000万元扶持。

据悉，这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扶

持力度最大的区级政府金融科技企业扶持

政策。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是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创新的“排头兵”。近年来，该区在

关键技术领域率先布局，推动区块链技术、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底层技术的研发与成果转

化，夯实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础和支点

支撑。

“作为国家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先行示范

区、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我们立足于服务实

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从顶层设

计、机构引进、平台搭建等多方发力，金融产

业发展快速。”广州开发区金融工作局局长汤

克明说。

“金融科技 10 条”围绕企业落户、发展壮

大、应用场景、产业集聚、生态打造等层面给

予支持。比如支持多方协同合作，共建金融

科技特色产业园，并给予产业园运营机构每

年最高 100 万元运营补贴。根据金融科技企

业不同发展阶段需求，制定了全生命周期孵

化培育措施。包括鼓励金融科技企业积极开

展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并给予研发费用

补贴，最高补贴 100 万元；对落户区内的企业

连续三年给予经营贡献奖；对运行良好的供

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给予最高一次性 300 万元

补贴。

“金融科技 10 条”还打出“人才引育+产

业生态”政策“组合拳”，对金融科技高管人才

和业务骨干人才，每人每年最高补贴 50万元。

随着“金融科技 10 条”出台，广州市黄埔

区、广州开发区正积极做好产业布局，推动一

批金融科技重大项目落地。该区将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中心，重点集聚供应

链金融、工业互联网、金融云、人工智能、区块

链、大数据等金融科技项目。项目建成后，预

计吸引 100家以上金融科技及相关企业进驻，

预计年实现交易额 1000 亿元，实现营收 300

亿元。

最高奖励2000万！广州开发区“金融科技10条”促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