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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发文：
核准对外投资资金真实去向
引导“走出去”健康发展

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25日联
合发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
行办法》，通过实行最终目的地管理原
则、凡备案（核准）必报告原则等，将利
于掌握对外投资资金真实去向，并为
对外投资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和保障。

办法的一大亮点是明确对外投资
备案（核准）实行最终目的地管理原
则，即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的对象是
最终目的地企业。这类企业是指境内
投资主体投资最终用于项目建设或持
续生产经营的所在地，对于境内投资
主体投资到最终目的地企业的路径上
设立的所有空壳公司，管理部门均不
予备案或核准。

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韩勇表示，
这种“穿透式”管理有利于掌握对外投
资资金真实去向，同时也有利于政府部
门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和保
障。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管理不是无限
穿透，最终目的地企业再开展的投资活
动不属于现行对外投资管理范畴，无需
办理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手续。

此外，办法还明确“凡备案（核准）
必报告”的原则，即境内投资主体完成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手续后，均应按
相关规定，向相应的主管部门定期报
送对外投资关键环节信息。

办法规定，主管部门将重点对六
方面对外投资情形进行督查，包括中
方投资额等值3亿美元（含3亿美元）以
上的对外投资，敏感国别（地区）、敏感
行业的对外投资，出现重大经营亏损
的对外投资，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及群
体性事件的对外投资，存在严重违规
行为的对外投资等。

此外，办法还建立了“管理分级分
类、信息统一归口、违规联合惩戒”的
对外投资管理模式，明确了对外投资
备案（核准）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
单”进行管理，并且规定了重点督察和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相结合的
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等。 据新华社

如今，手机和人们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很多个人信息，银行账号，支付
应用等都存储或绑定在自己手机上，
因此大家对于手机安全性也格外看
重。而指纹验证无疑是给我们的个人
隐私以及财产安全增加了一道防线。

然而，这道看似安全的防线真
的安全吗？

近日，网上一篇《一块橘子皮就
能秒开你的手机指纹锁 还能转账
付款》的文章及视频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里面提到，对于需要指纹验证
的手机，通过使用一些简单的处理
手段，任何人的指纹都可以解锁，甚
至一块橘子皮都行。

“我发现所有人都能解锁”

前不久，来自安徽的小许，由于

手机摔到地上，导致指纹触摸键出现
了裂纹，令他诧异的是，之后其他人
居然都可以用指纹解锁他的手机。不
仅如此，小许手机里的一些需要指纹
识别才能使用的支付应用，陌生的指
纹同样可以通过验证并使用。

小许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
“我的手机不小心摔了一下，摔地上
了，我看到那个上面有裂痕。我当时
以为指纹功能用不了了。但后来发现
还是可以指纹解锁，指纹支付都可
以。第二天，我的同学摸了下我的手
机，解锁了，当时我就有点懵。因为他
第一次用我的手机，为什么他能解
锁？后来试了一下，就发现所有人都
能解锁，手机支付什么的都可以。”

随后，小许立即与手机厂商进行
了联系，商家为小许屏蔽了指纹功能。

苏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

看到网上视频，了解到此事后，在实
验室模拟出手机指纹触摸键裂纹的
图案，经过多次试验，他们发现即使
手机在没有任何损坏的情况下，经过
一些处理，仍然可以破解指纹锁，哪
怕是用一块橘子皮也可以通过验证。

桂圆、餐巾纸也通过了验证

这种情况是否是因为手机被摔
受损，导致指纹验证出现误判？而用
一块橘子皮就能通过指纹验证解锁
开机，是否能说明指纹验证系统存
在着一定的安全漏洞呢？

记者联系到了这条信息的发布
者，在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演示了这
一破解过程。

这名技术人员说：“我先用这个
手机录一个指纹。现在可以看到这

里面只有一个手指（指纹记录），只
有我左手的拇指可以开锁。换一个
人试一下。”

记者表示：“我解不了这个。”
不过，在经过一些处理后，之前

并没有录入指纹的记者，竟然能够
解锁开机。随后，技术人员又将目前
市面上一些主流品牌型号的手机逐
一试验，记者在没有提前录入指纹
的情况下，都一一将这些手机用自
己的指纹成功解锁开机。

除了指纹开机，利用指纹验证进
行支付转账也是很多人目前经常使
用的应用。记者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打开了指纹支付这一功能。之后技术
人员对记者的手机进行一些操作，接
下来除了记者本人能用指纹转账之
外，用桂圆、橘子皮甚至餐巾纸等物
品代替指纹也同样能够验证通过。

关键在指纹触摸键上的图案

技术人员说，他们根据网上视
频反映的手机指纹触摸键裂纹这个
线索，通过在实验室里模拟裂纹图
案，进行了多次试验，发现破解指纹
验证的关键在于指纹触摸键上的图
案。于是技术人员拿一小块儿胶布
或市面上流行的指纹贴，背面用导
电笔涂抹形成图案，贴到手机指纹
验证的部位。只要机主的指纹触碰
到这块胶布或者指纹贴，成功解锁
开机几次后，别人便都可以随意开
机了。

技术人员李扬渊说：“裂痕本身
会在传感器上形成一些图案，而贴上
的膜（胶布或指纹贴）、膜上的导电介
质，都会为传感器形成一定的图案，
因为这个图案是挡在手指前面的，它
就会替代了指纹。最后，软件系统收
到的信号，已经包含了这些图案成
分，它认证的也就是这个图。”

也就是说，技术人员认为，指纹
传感器接收到的信息包含指纹贴上

的导电涂层，并不完全是机主手指
的指纹。而在进行指纹比对时，只要
部分信息相同就能通过验证。因此
只要经过处理，其他人的指纹同样
能够验证通过。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冯建
江介绍：“早期的指纹识别技术，像身
份证用的，考勤用的，还有公安刑侦
破案用的，原理是看手指上面的一些
细节特征点。但这个技术现在不是手
机上普遍采用的，主要是因为手机传
感器面积特别小，信息很少，所以，这
个行业就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案：利
用图案本身。”

笔记本、防盗门有类似隐患

如今，指纹验证不仅在手机上使
用，在一些型号的笔记本电脑，甚至
防盗门的电子锁上，都采用了指纹验
证的方式。那么在这些领域里，指纹
验证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漏洞呢？

在一款笔记本电脑上，技术人
员将指纹贴背面用导电笔进行涂
抹，然后贴到指纹验证的触摸键上。
随后，机主在这台电脑的系统里设
置了指纹开机，并录入自己的指纹。
接下来，由其他人打开这台电脑，用
指纹试了几次后，同样能通过验证
并开机。

随后，技术人员又对某款门锁进
行了试验，发现了类似的安全隐患。

专家提示，虽然这个漏洞涉及
到了不同领域的不同产品，但如果
您的指纹触摸键没有受损或贴指纹
贴，就可以正常使用，不必过分担
心。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如果对
于安全性比较在意，尽量不要使用
指纹贴。另外，在使用指纹验证前最
好先检查一下触摸键上是否贴有其
它异物或图案。

据了解，目前工信部、质检总局
等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记者将持
续关注。 （央视新闻客户端）

指纹验证的防线 被一块橘子皮戳破？
央视记者体验橘子皮破解手机指纹验证 工信部质检总局等部门已介入调查

技术人员先用手
机录一个指纹；

确认手机只有刚
刚录入的这一个指纹记
录，即只有该技术人员
的左手拇指可以开锁。

换一个人试一下。
在经过一些处理

后，之前并没有录入指
纹的记者，竟然能够解
锁开机。

陌生人
能解锁

台移民部门“面谈”制度遭抗议
“拆散两岸婚姻”

随着民进党当局上台，大陆配偶
被认定为假结婚从而撤销长期居留资
格的案例明显增加。25 日，大陆配偶
团体在台移民部门门前抗议，呼吁台
当局重视大陆配偶的处境，修订不合
理的“面谈”制度，保障两岸婚姻的合
法权益，改变大陆配偶被不公平对待
的现状。

当日上午，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
进会、台湾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台
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等团体，在台移民
部门门前抗议不合理的面谈制度拆散
两岸婚姻、歧视大陆配偶。

据了解，目前大陆配偶想要获得
在台合法身份，手续极其严苛。从在台
登记结婚开始，大陆配偶在结婚团聚、
依亲居留、长期居留直至申请定居的
每个阶段，都要接受过程繁复的面谈，
而当局据此判断是否“假结婚”的标准
却十分模糊。

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理事长
钟锦明告诉记者，这种标准模糊的面
谈制度让大陆配偶在婚姻中遭受到许
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他举例说，
在现实案例中，有的是因为大陆配偶
在面谈时不堪忍受刁钻问题，有的则
是因为夫妻俩在面谈前发生些许家庭
矛盾，移民部门就都误判为假结婚。甚
至有的台籍丈夫还以配合面谈为要
挟，长期使大陆籍妻子在婚姻中处于
不平等地位，权益受到侵害。

一旦被当局移民部门判为假结
婚，尽管按照相关法律可以走行政诉
愿程序，但真正行政诉愿成功的例子
寥寥无几。而且大陆配偶一旦收到了
相关处分书，则毫无申诉途径，必须限
时离台。

台移民部门的面谈制度从 2003
年开始实施，因面谈误判而造成夫妻
分离的情况时有发生，直到2008年在
相关团体和两岸机构呼吁下，当局允
许误判案件以个案方式纠正解决，情
况才有所缓解。

“2016 年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
陆配团体接到的投诉陈情比以前大幅
增加。”新移民劳动权益促进会会长刘
茜说，近两年大陆配偶面谈不通过的
比例大为增加，有些陆配在台居住多
年，在申请身份证时却被认定为假结
婚，从而撤销长期居留资格的案例也
明显增加。

她呼吁，台当局不要带“有色眼
镜”歧视大陆配偶。“对于两岸婚姻的
合法权益我们一定捍卫到底，面谈制
度不能成为拆散两岸婚姻的手段。”

在场的大陆配偶团体呼吁，对大
陆配偶多帮扶少限制，修订取消不合
理的规定，给大陆配偶公平待遇。

据新华社

人物

茅侃侃
1983 年出生于北

京市。小学五年级开始
玩电脑，14 岁开始在

《大众软件》等杂志发
表数篇文章，并自行设
计开发软件。初中文凭
的他2004年正式创业，
曾任 MaJoy 总裁。2014
年担任 GTV（游戏竞
技频道）的副总裁，负
责视频等业务。

他和汽车之家创
始人李想等4位80后，
被誉为“80 后创业明
星”，曾登上央视，还参
加过《鲁豫有约》等节
目，并两次出书，谈自
己的创业经验。

媒体报道，茅侃侃
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写
着：“嗯，我爱你不后
悔，也尊重故事的结
尾。” 据红星新闻25 日，新京报、法制晚报、第一

财经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万家电
竞CEO茅侃侃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家人发现时已去世，未留下遗书，终
年34岁。据媒体报道，两天前，茅侃
侃发了一条朋友圈：“嗯，我爱你不
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除了电竞公司CEO之外，茅侃
侃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80 后创
业明星”。

十年前，4 位 80 后年轻人——
MaJoy的茅侃侃、泡泡网的李想、康
盛创想的戴志康、Mysee的高燃，他
们都20岁出头开办自己的公司。这

四位年轻的创业者曾被邀请做客央
视的《对话》栏目，一时间声名大噪，
被誉为“80 后财富新贵”，成为不少
人心中的创业偶像。其中茅侃侃初
中毕业的学历身份，更是为这个“创
业神话”添加了戏剧性色彩。他还先
后出版两本创业相关书籍——《在
那西天取经的路上》、《像恋爱一样
去工作》。

近几年，茅侃侃踏入了电竞圈，
出任万家电竞的 CEO。2017 年 11
月，某自媒体账号发表的一篇文章
写道：“11 月 1 日，我来到北京万好
万家电子竞技传媒有限公司（简称：

万家电竞）位于望京的办公室，这家
成立了2年的电竞公司大门紧锁，空
无一人。欠薪2个月，第一批60位员
工已经申请劳动仲裁，一系列现象，
暗示着这家公司要「黄了」。”

这篇文章引来了茅侃侃本人的
回复，他在留言中明确指出了与控股
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
间的矛盾，并表示以个人名义担保借
了一笔钱，用于10月份公司员工的
五险一金、公司房租等基本支出。

最后他说：“我表示对自己说的这
些话负责。不是什么争一口气，我只想
对员工一直以来的努力有个交代。”

“80后创业明星”茅侃侃被曝自杀
系万家电竞CEO 参加过《鲁豫有约》并曾登上央视

云九资本董事总经理王京也是与茅侃
侃认识了七八年的旧友，对于茅侃侃的离
世，王京表示非常震惊：“他是我认识的人里
最乐观、开朗的，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一路
起起伏伏看他走来，曾经他也有过低谷，但
你很难从他身上感受到低谷时的情绪，因为
即使他面临低谷，他也会想下一步怎么走，
如何走得更好，他给你带来的始终都是积极
的情绪，他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人。”

“朋友都没听到他说过想寻短见的话”

对于茅侃侃离世的原因，王京并不知
道，“据我了解，我们身边一圈朋友，在此之
前，都没有听到他说过想寻短见的话。”但王
京认为，外界所传茅侃侃是因为创业失败而
选择自杀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个人觉得不
应该把这件事情简单的定义到说由于创业
问题想不开。侃侃本身是一个成熟的人，是
一个聪明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身心很健康成
熟的人。我想他走到这条路上也有他自己的
理由。”王京说，他从未听说过茅侃侃有抑郁
症等问题，但知道他长期饱受失眠的困扰，

“他白天只有不停喝咖啡来提神，我们常开
玩笑说他对咖啡有依赖。”

“当他谈到工作的时候，眼睛是放了光的”

王京说，他与茅侃侃都是地道北京人，
所以有很多共同点，“用北京话来说，侃侃是
个特‘贫’的人，他是一个大男孩。很纯粹，很
乐观，理想主义，很有真性情。他有自己的目
标，很坚强。他能给身边人带来很多快乐。”
王京表示，平时生活中茅侃侃特别喜欢开玩
笑，但是每当谈起工作的时候，茅侃侃立刻
就会变得非常认真和严肃，“我想我永远也
忘不了侃侃聊起工作时，眼里的光芒。”

“当他谈到工作的时候，眼睛是放了光
的。因为这么多年，他创业上也有不同的调
整、方向。所以很多次跟他在交流的时候，每
一次有新的想法的时候，他都是带着一种特
别期待、兴奋的眼神跟你交流。”

王京表示，茅侃侃在他眼中，是一个一
直保持着赤子之心的人，“他当然有他的压
力，但是每一个创业者身上，都有压力。可是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我了解他的性格，我们
在一起的时候，谈天说地，聊文学、聊世界，
非常开心。到现在为止，我都心存侥幸，我甚
至觉得他是不是跟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我所认识的茅侃侃，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
人，我希望这一次，也是他的一个玩笑。”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实习生 肖薇薇 王雪滨

25日上午，有媒体曝出
80后创业代表人物茅侃侃
自杀身亡。

一位与茅侃侃认识多
年的好友告诉红星新闻记
者：“他长期受到失眠的困
扰，对咖啡很依赖，也许他的
压力，我们都无法去感知。”

在得知茅侃侃逝世的消息后，
他创业路上的昔日好友李想发布微
博怀念：

“感谢大家，让侃侃安心地走。
他是身边好友心中最仗义的那个，
没有之一。生活中，他永远是第一个
出来帮朋友扛事的人，没有目的，不
求回报；创业中，他背负了所有属于
他以及完全不属于他的全部责任。
身边小有成就的人很多，但在我们
心中分量最重的那个哥们，茅侃侃
是唯一。走好，兄弟。”

茅侃侃离世的消息传开后，知
乎上一个关于茅侃侃的提问中，有
一位自称是茅侃侃朋友的网友说
道：“你累了，一路走好。”随后，该网

友将这条内容删除。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这位网友发

布了几张疑似与茅侃侃聊天的微信
截图，两个月前该网友劝说茅侃侃注
意休息，“这种事情，太磨人精力了。”
而疑似茅侃侃的微信账号回复：“休
息不了啊，还得给公司找出路。”

这位网友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他在我们心里是最仗义的朋友，他
离开了，我们也尊重这样的结局。创
业者不易，资本市场复杂，或者说一
个人的逆商也很重要吧。”

一位微博认证为游戏博主的网
友“豹大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
是茅侃侃的好朋友，是一个小游戏主
播，与茅侃侃初识是单纯的游戏私人

教练的身份。”在他眼中，茅侃侃是一
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也有着远超常人
的承受力，“懦弱”、“逃避”都与茅侃
侃不沾边。“他懂得站在更高的角度
上，去处理，去分摊，更懂得如何去承
受，去缓解。在生活中，他会为了朋友
情义，分摊别人的压力。但是，也正是
在乎情义，在乎朋友的感受，也绝不
会主动向旁人释压。茅哥，既然想歇
一歇，就让他歇一歇吧。”

红星新闻记者致电祥源文化
（更名前为万家文化，现实际控制人
为祥源控股），工作人员表示：“关于
万家电竞运营这一块我们还在核
实，核实后再对外发布具体的情
况。”截至发稿前，未进行其他回应。

被称为“80后创业明星”
出版两本创业相关书籍

李想发微博怀念：
他是最仗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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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友驳斥“创业失败自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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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侃侃的微信头像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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