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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说的App要读取用户短信、
贷款类App要访问摄像头并拍照、上
网类App要读取用户通讯录……伴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量App
在不知不觉中收集了一些与自身业务
无关的信息，个人信息在网络空间中

“裸奔”的现象屡禁不绝。

8亿用户的App被曝超范围
收集用户信息

一款号称可“一键连接WiFi”的
App WiFi万能钥匙已成为不少人
的手机必备。公开数据显示，其月活跃
用户已经达到8亿。然而，这款被视为

“蹭网利器”的App，近期却被曝光存
在超范围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

广东省公安厅近日公布，2019年
一季度，广东警方共监测发现1670余
款App存在超范围收集用户信息行
为。其中WiFi万能钥匙、钱聚易等10
款App问题突出，特别是WiFi万能钥
匙问题最多，共超范围收集了7类信
息。据通报，WiFi万能钥匙（4.3.56版
本）存在读取用户短信或彩信、联系人，
收集用户设备上已知账号，使用用户设

备摄像头或麦克风等问题。
App超范围收集用户信息现象并

不少见。根据爱加密大数据中心提供
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底，该中心已
收录安卓应用270多万个，iOS应用
190多万个，30%以上的App存在不
同程度的越权、超范围收集等行为。

暨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
翁健表示，“获取用户设备上已知账号
列表”易泄露用户隐私。攻击者有可能
利用掌握的账号，实行撞库等网络攻
击，即从安全性较弱的账号中获取的用
户名密码，来推测强安全措施的账号和
密码。

此外，调用权限发送短信也是手机
木马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翁健介绍，
应用程序可通过该种方式将带有病毒
的链接放入短信中，并依次发送给用户
相关联系人，一旦有人点击该链接，则
会感染病毒。

过度索权套路多 “迷魂阵”
里走不出

一款主打便捷连网的App为啥要
索取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信息权限？

记者在安卓手机应用市场上下载
该App后发现，页面弹出的窗口询问

“WiFi万能钥匙需要以下权限，是否允
许？”包括用户位置、电话、信息、通讯
录、相机等权限，但只有点击“允许”才
可下载。

记者发现，安卓版本的WiFi万能
钥匙产品内，确有所谓的社交功能“附
近的人”，然而记者点击后发现，使用

“附近的人”功能需要另外下载“连信”
App。不仅如此，该App的下载安装
并未经过应用市场。截至记者发稿时，

“连信”App在安卓应用市场内仍无法
通过关键字搜索出来。

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意味着WiFi
万能钥匙的相关产品“连信”App未经
过安卓应用市场的审核，即使用户可以
自主选择提供或不提供相应权限，但用
户下载使用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此外，WiFi万能钥匙调用的权限
实际上是为另一款App使用，这是为
其他App规避监管“打掩护”，既侵犯
了用户的知情权，同时也把用户拉进了

“迷魂阵”——难以辨别哪一类信息权
限是与产品服务直接相关的。

那么是否关掉所有的权限即可保
护用户个人信息呢？事实上并不容易。

翁健表示，有的权限看似与App
运行无关，其实后台的服务需要这些权
限。然而，有的开发者故意将App的
超范围权限与正常权限的模块“打包”，
导致在阻隔了App的超范围权限后，
正常程序无法运行。

专家建议从源头端加强公民
个人信息保护

对于如何从源头端保护用户个人
信息，专家建议，首先应用商店要做好
把关，对上架下载量大的App要求经
过人工检测，并确立一个原则——每个
App只给最低的信息收集权限，且每
次信息收集都要获得用户许可。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
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成立的App专
项治理工作组起草了《App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征求
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将App违法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分为 7种情
形。翁健认为，该文件明确了违规
App行为的具体认定标准，有助于网
络安全法的相关要求真正落地见效。

黄建邦呼吁，从立法的角度对用户
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明确
App收集哪一类信息需要哪些授权程
序，可探索信息收集备案制，信息收集
只有经过法律授权而非简单用户授权
才可行。（据新华社广州5月23日电）

谁让你的个人信息“裸奔”？
——部分App“过分”收集用户信息调查

新华社记者 胡林果 毛鑫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记
者 罗争光）记者 23 日从民政部获
悉，日前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应急管
理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印发
了关于做好2019年养老院服务质量
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
提出严禁养老机构向老年人推销“保
健”产品服务、严禁向入住老年人非
法集资。

2017年，民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启
动了为期四年的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
建设专项行动，2019年是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的第三年。

通知明确了今年专项行动的主要
任务，其中一项是结合“保健”市场乱象

整治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等专项工作
开展综合检查整治。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将“保
健”市场乱象整治、非法集资风险排查
纳入养老机构日常监管内容，严禁养老
机构向老年人推销“保健”产品服务或
为其他经营主体推销活动提供支持。
要督促养老机构向入住老年人经常开
展“保健”知识宣传，增强其对“保健”产
品虚假宣传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引
导其理性消费，鼓励养老机构和入住老
年人投诉举报反映“保健”产品虚假宣
传及非法集资问题线索，及时通报有关
部门依法处置。严禁养老机构向入住
老年人非法集资。

四部门印发通知

严禁养老机构向老年人推销
“保健”产品服务和非法集资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5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
经广泛推荐、评选，9年来在街头为市
民免费磨刀的抗美援朝老兵罗泽南等
20位身边好人登上了第82期“重庆好
人榜”。

自我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开展82
期评选，共推出2086名“重庆好人”，有
200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展示了

“重庆好人”风采。好人们存好心、做好
事、当好人，坚持“润物细无声”的日行
一善，聚沙成塔，筑起了道德精神的高
楼，为引领社会风尚，传递正能量做出
了积极贡献。

这些好人就在你我身边，他们的事
迹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坚持不懈的努
力和真诚无私的大爱，充分诠释了对真
善美的执着追求。

第82期“重庆好人榜”出炉

第 82 期“重
庆好人榜”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新华社济南5月23日电 2019年
5月23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河南省政协原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靳绥东受贿一案。济南
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
人靳绥东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9年
至2018年，被告人靳绥东利用担任河
南省安阳市副市长、市长，中共安阳市
委书记，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提高项目容

积率、亲属安排工作等事项上提供帮
助，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4434.375243万元。提请以受贿罪
追究靳绥东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靳绥东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靳绥东
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
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了庭审。

河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靳绥东受贿案一审开庭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下线
标志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性格温和、体贴入微是她给人的
第一印象；技术高超、善于沟通是患者
信任她的理由；甘于奉献、爱岗敬业是
同事对她的评价。她是来自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的孙丙辉，为了响应“健康扶
贫”的号召，千里迢迢来到武隆区妇幼
保健院，6个月的时间里，她将自己的
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武隆的
百姓。

带来的是先进技术

“准备一下，后天你去重庆支医。”
2018年11月，孙丙辉一如既往在千佛
山医院工作，突然接到领导的指示。
虽然经常外出支医，但听到这个消息
的孙丙辉依然很激动，对即将面临的
新环境也充满了期待。

网上查阅资料、向周围的朋友打
听……当孙丙辉得知要到的地方是武
隆时，想尽了各种办法，希望能全面了
解这里的情况。

这一天早上5点多，天还没有亮，
孙丙辉便背上背包，踏上征程。飞机、
汽车接连换乘，到达武隆已是下午5
点多。

“既然来得不容易，就不能白来。”
孙丙辉说，来到武隆区妇幼保健院，得
知这里的妇科刚从妇产科独立分科不
久，正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于是，她
马不停蹄地和妇科主任杨霞沟通，她
要尽快熟悉这里的一切，全身心投入
到工作中去。

一方面，她和其他医生一样，给患
者看病、开处方；另一方面，她利用业
余时间了解科室里的设备情况，并着
手准备开展宫腔镜技术。

今年1月初，科室里来了一位子
宫内膜息肉患者，经过孙丙辉的诊断，
患者的情况很适合做宫腔镜手术。在
与患者沟通好手术情况后，孙丙辉和
科室的医护人员积极准备手术器械，
保证手术顺利进行。1月3日，武隆区
妇幼保健院第一例宫腔镜手术圆满成
功。

此后，预约宫腔镜手术的病人逐
渐增多。截至5月23日，科室已开展
36台宫腔镜，手术适应症包括子宫内
膜息肉、宫腔粘连、妊娠组织残留、节

育器嵌顿、宫颈管赘生物等。

留下的是奉献情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想要
提高当地医院的诊疗水平，单靠自己
的技术是不行的。”孙丙辉说，为了让
宫腔镜技术留在这里继续广泛开展，
她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

首先，要做好宫腔镜手术，必须先
了解宫腔镜器械。孙丙辉召集科室的
医护人员，从宫腔镜基础知识开始讲
起，详细讲解了宫腔镜器械的操作技
巧及手术并发症预防等，加强了手术
中医护人员的配合度，节省了手术时
间，让宫腔镜技术更加全面规范。

其次，除了基础知识，实际操作也
很重要。在日常的手术过程中，孙丙
辉带着科室的医生一起观摩，手把手
教学，并详细告知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及操作技巧，针对术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沟通交流，使科室的医生更好、更快
掌握这项技术。

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是妇科
疾病治疗的两大手段，在开创武隆区
妇幼保健院宫腔镜手术先河的同时，
孙丙辉还扩展了腹腔镜手术的治疗范
围，让更多的当地患者不出武隆便能

得到良好的治疗。
曾经，一位20几岁的年轻女孩来

到武隆区妇幼保健院体检，意外发现
自己患有子宫肌瘤。得知病情后，女
孩的家人非常担心，劝其到市里的大
医院接受治疗。孙丙辉耐心地向患者
讲解了手术的过程以及必要性，并和
患者充分沟通消除心理障碍，最终取
得了患者的信任。在孙丙辉主刀、科
室医生配合下，顺利为患者施行了腹
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手术过程
中，孙丙辉从穿刺点的选择、穿刺要
点、手术技巧、器械使用的注意事项等
方面逐一向科室的医生讲解，手术取
得了圆满成功的同时，科室的医生也
得到了成长。

如今，在孙丙辉的指导下，武隆区
妇幼保健院逐步开展了腹腔镜子宫肌
瘤切除术、输卵管切开取胚术及不孕
症的腹腔镜手术等多种手术，且多种
手术均能由当地医生独立完成。

“孙丙辉的到来如同‘及时雨’，她
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不仅推动了我们
医院妇科的发展，并教会我们的医生，
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技术人才队伍，
给武隆地区百姓缔造了健康福祉。”武
隆区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说。
王凤 图片由武隆区妇幼保健院提供

——记武隆区妇幼保健院“鲁渝健康扶贫”医疗专家孙丙辉

让优质医疗技术在武隆落地生根

孙丙辉（右一）在武隆区妇幼保健院开展手术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9:00－2019年5月28日17:00。若有疑
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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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X19165

X19166

X19167

土地位置

北部新区高新
园人和组团
N18-1-1、

N20、N21-1、
N22-1、

N23-1、N24、
N25-1号宗

地

两江新区B标
准分区B4-1/
02、B5-1/05

号宗地

两江新区礼嘉
组团A标准
分区A21-2-
1/06、A23-
2/05、A23-
1/06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业、
住宅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金融
业用地

一类居
住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商业用
地

现用途

商业、
住宅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金融
业用地

一类居
住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商业用
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160240.1

150851

178221.8

现面积

160240.1

150851

178221.8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
筑规模（㎡）

原规模

425994.34

541071.96

195297.4

现规模

466230.03

708263.74

257920.9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320490

492614

195297.4

现规模

313515.83

492614

195297.4

应补交
地价款
金额

（万元）

56

221

156

原土地
使用权
人

重庆华
宇集团
有限公
司

重庆金
科中俊
房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金融街
重庆融
平置业
有限公
司

调整依据

该宗地中N25-1
地块用地性质由
居住用地调整为
商业商务用地，
同时该项目已竣
工验收，根据房
测报告，计容建
筑面积未增加，
新明确不计容建
筑面积47209.86
平方米（其中车
库 44218.87 平
方 米 、配 套
1722.82 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
商业 1268.17 平
方米补缴地价
款。

该项目已部分竣
工验收，部分取
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计容
建筑面积未增
加，新明确不计
容 建 筑 面 积
167191.78 平 方
米（其 中 车 库
140387.15 平 方
米、配套176.3平
方米、设备用房
18735.01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
不 计 容 商 业
7893.32 平方米
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取得部分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计容建
筑面积未增加，
新明确不计容建
筑面积 62623.5
平方米（其中车
库 54348.94 平
方 米 、架 空 层
562.52 平方米、
设 备 用 房
1652.74 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
不 计 容 居 住
5208.61平方米、
商业850.69平方
米补缴地价款。

X19168

九龙坡区大渡
口组团C分区
C01-2-1/

03、3/03地块

住宅 住宅 2370.42 2370.42 12354.04 12354.04 12354.04 12354.04 160

重庆筑
锦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该宗地为危改安
置房项目，现已
全部竣工验收，
土地使用权人申
请将该项目中计
容住宅12354.04
平方米分摊的土
地使用权取得方
式由划拨转为出
让，补缴地价款。

据新华社青岛5月23日电 我国时
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23日在
青岛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
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高速磁浮列
车可以填补航空与高铁客运之间的旅
行速度空白，对于完善我国立体高速客
运交通网具有重大的技术和经济意义。

高速磁浮课题负责人、中车四方股
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介绍，经过近
三年的技术攻关，课题团队成功突破高
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车辆、牵引、
运控通信等核心子系统研发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按照计划，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工程样车将在2020年下线；2021年在
调试线上开展系统综合试验。

图为5月23日在青岛拍摄的我国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