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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44月中旬月中旬，，美国西海岸著美国西海岸著
名城市旧金山举行了全球瞩名城市旧金山举行了全球瞩
目的安全盛会目的安全盛会RSACRSAC20182018。。作作
为全球网络与信息安全界最为全球网络与信息安全界最
具影响力的业界盛会之一具影响力的业界盛会之一，，
RSARSA大会被视为全球网络与信大会被视为全球网络与信
息安全领域的风向标息安全领域的风向标。。

一个月后一个月后，，成都顺利接成都顺利接
棒棒，，昨日在菁蓉国际广场举行昨日在菁蓉国际广场举行
了了20182018RSARSA大会网络安全热大会网络安全热
点点（（成都成都））分享会分享会。。聚焦网络安聚焦网络安
全全，，国内知名机构与安全企业国内知名机构与安全企业
的专家的专家、、学者代表汇集蓉城学者代表汇集蓉城，，
从国家政策从国家政策、、威胁态势威胁态势、、产业产业
发展发展、、企业实践企业实践、、技术热点技术热点、、创创
新创业等多个方面新创业等多个方面，，对网络与对网络与
信息安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信息安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盛会盛会RSARSA大会进行解读大会进行解读，，以助以助
力企业把握产业趋势和发展力企业把握产业趋势和发展
方向方向。。

本次大会的举办也是成本次大会的举办也是成
都在都在《《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施行一周施行一周
年之际的成果之一年之际的成果之一。。市网信办市网信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负责人表示，，以物联网以物联网、、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术为新一代通信技术为
代表的新经济正在成都迅猛代表的新经济正在成都迅猛
发展发展，，将保障新经济产业健将保障新经济产业健
康康、、安全发展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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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南高速是沪蓉高速末段，其扩
容建设拟采用原路加宽扩建方案，同
时考虑成南成巴共用段交通拥堵严
重，难于疏解，从路网角度考虑，在原
成南路加宽改造的同时，新增入城通
道入城复线段。

成都商报记者23日从市交委官
网获悉，成都至南充高速公路扩容工
程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
示，征求公众意见。

根据公示内容，项目总投资280.61
亿元，总体走向为东西方向，沿现成南

高速公路加宽改造，建设期3年。
推荐路线长216.083公里，起于

成都十里店，止于南充市高坪区东观
镇白鹤桥，设成都连接线至龙泉驿区
西河镇，设螺蛳坝枢纽互通接成都绕
城高速公路（G4201），设东观枢纽立
交与南大梁高速公路（G5515）对接
成十字枢纽。

路 线 沿 既 有 成 南 高 速 公 路
（G42）东行，经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
镇，青白江区福洪乡、清泉镇，金堂县
淮口镇、高板镇、竹篙镇、广兴镇；德

阳市中江县冯店镇、太安镇、仓山镇；
遂宁市大英县玉峰镇、蓬莱镇、隆盛
镇，船山区桂花镇，唐家乡、吉祥镇，
蓬溪县大石镇、宝梵镇、鸣凤镇；南充
市嘉陵区大兴镇、大通镇、大观乡、一
立镇、至木老乡曲家湾，再沿规划南
充城区以南新建复线，经嘉陵区木老
乡、曲水镇、文峰镇、高坪区永安镇、
佛门乡、万家乡、老君镇。

扩容以后路有多宽？能跑多快？
成都商报记者从公示中看到，螺蛳坝
~清泉段为4车道扩到8车道，路基宽

度42m，设计时速120公里；清泉~韩
家湾段为6车道扩至8车道，路基宽度
41m，设计时速100公里；韩家湾~东
观段新建6车道复线，路基宽度34m，
设计时速100公里。

而根据日前四川省环保厅受理
并公告的环评文件显示，成南高速扩
容成都入城复线段计划本月启动。项
目投入使用后，从成巴高速入城，将
不必再通过福洪互通上成南高速，可
直达成都绕城高速。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成南高速扩容首次环评
主线全程双向8车道

在刚刚结束的2018成都全球创
新创业交易会上，成都提出要超前
布局三大高端应用，大力推进物联
网应用，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大力推进新一代通信技术应用，这
对成都网络安全保障新经济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需要更前沿网信技
术、强大的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与之
匹配。

网络安全产业，也是成都五大

高端成长型产业之一。据市网信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将加快网络
安全产业发展，进一步筑牢网络安
全屏障，努力打造自主创新“网络
强 市 ”和 新 时 代 中 国 的“ 网 络 重
镇”。

“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已经密
不可分，互联网技术和社会发展更
是高度融合在一起。”该负责人表
示，目前，以物联网、人工智能、新
一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
成都迅猛发展，亟需紧跟前沿网信
技术的研发、应用，保障新经济产

业健康、安全发展。
如何发展网络安全产业？2018

RSA大会网络安全热点（成都）分享
会上，大咖们纷纷为成都支招。

“网络安全领域不存在一劳
永逸解决问题的银弹。”360企业
安全集团副总裁、网络安全专家
左英男表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院长张仕斌
也呼吁，成都要推动安全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解决安全人才缺口
严重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这个全球网信领域盛会
第一次来到成都

2018RSA大会网络安全热点（成都）分享会昨日举行

昨日，由省食药监局和市食
药监局主办的“5·25护肤日”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仪式
上，记者获悉：5月起，进口化妆品
价格更实惠。

今年，我省获国家进口非特殊
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试点授权，从5
月起可接收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
从成都天府新区、青白江和川南临
港自贸区入关备案申请。“消费者可
用更实惠的价格，买到更新款的化
妆品。”市食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处处
长蔡凯介绍，对自贸区内的化妆品
企业来说，以前可能花一年办完的

行政审批，现变为备案审批，5个工
作日即可完成。

同时，这也将助推我市培育和
壮大化妆品产业。数据显示，我国已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化妆
品消费国。作为中国化妆品消费大
省的四川，年零售消费额达300亿元
以上。目前，我省有化妆品生产企业
50家，持有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
号品种数158个，非特化妆品备案品
种数6533个。化妆品生产经营品牌
企业偏少且规模不大，消费市场成
长空间巨大。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在无菌仓呆了80多天的小华，5
月23日顺利出仓，跟母亲张惠丽一起
出院回家。换完衣服后，小华把衣物、
拖鞋整齐收拾好，兴奋地对张惠丽
说，“原来外面的温度比仓内高啊，太
久没下床，我都有点不会走路了。”

2017年4月，小华被诊断为急性
髓系白血病，经过配型检测，唯一能
够给小华移植造血干细胞的只有父
亲郭某，但那时郭某正在甘肃省兰州
监狱服刑。为了挽救这名18岁少年的
生命，经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特批，郭
某由甘肃调回四川省崇州监狱服刑。
今年3月15日，从郭某体内提取的造
血干细胞顺利移植到小华体内。（成
都商报曾报道）

“比婴儿还要小心呵护”

离开医院前，张惠丽和小华带着
锦旗、感谢信送给他的主管医生刘芳
及她的团队。“恭喜你出院，回家后要
严格遵守我们的饮食生活指导，定期
回医院随访检查，时刻注意照顾好自
己。之后的路途可能还有点遥远，加

油。”刘芳对小华说道。
刘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小华目

前的状况很好，体内血小板也在稳定
上涨，目前属于安全水平，但还有很
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按照医嘱定时定
量服药，前几个月尽量减少外出，在
家静心休养，可以适当做些运动等。

“从现在起，可能比婴儿还要小心
呵护他了，我们会和他一起努力。以前
在他健康的时候，有一些对他的人生
计划，但经历这场病后，我只希望他能

好好活着，是不是儿子？”张惠丽轻轻
摸着小华的头，又握了握他的手。

原本，今年小华要高考，但之
前曾休学一段时间调养，现在又因
住院耽误，小华说可能很难再返回
学校读书了。“这个病出院后也要
休养一两年才能正常融入社会，我
想之后身体好些了，参加一些培训
机构，把想学的知识补上。在家这
段时间，可能学习做做面包糕点
吧，我喜欢这个。”

愿意慢慢培养和父亲的感情

这么多年来，小华只跟父亲每年
通1、2次电话。在小华记忆中，父亲的
形象是模糊的，这个称呼也很陌生。
移植手术前，张惠丽带身体尚可的小
华到崇州监狱探望郭某，这也是小华
和父亲近17年来第一次相见。小华远
远就喊了声“爸爸”，这让张惠丽惊讶
也很欣喜，原本以为两人见面会尴
尬，没想到聊得还不错。

“无论再陌生，总归是我爸爸，当
时心里有一种想喊他的冲动。可能以
后也不晓得该怎么跟他相处，但我愿
意慢慢培养和他的感情，两人互相适
应对方吧。”

小华出仓前，张惠丽提前两周就
开始收拾房间，换新床单被套、打扫
卫生、用消毒液和紫外灯消毒房间、
装备空气净化器、清洗空调过滤网
……她乐在其中。“我记得好像是第
三次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吧，我跟儿
子谈了一个很残酷的问题，我问他想
活吗？我对他说，‘你还不到18岁，妈
妈希望你能活下来，度过更精彩的人
生，你能行吗？’然后儿子说了一个
字，‘行’。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
只要儿子想活，我当妈的绝对不会放
弃，过去、现在、未来都会这样坚持。”

（文中张惠丽、小华为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摄影记者 王勤

司法部特批 囚犯父亲千里转监救病儿

移植干细胞成功 白血病少年出院

骆锦星从惠阳调往深圳时已年
过不惑，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亲
历土地“第一拍”。

1979年3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骆锦星和其他调往深圳的人被拉到
宝安党校的新园招待所，几十人住进
两个大房间。骆锦星被任命为房管局
副局长抓基建，他的第一个任务是，
10月前，建好500套干部宿舍。

1980年1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
产公司成立，骆锦星兼任经理，“5个
人，5万元资金，外加四部旧单车”。
不久，内地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
丽苑”由深房开工建设。

敢闯敢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

骆锦星人生中的另一次“高光
时刻”在1987年12月1日。他代表深
房以超出底价300多万元的价格竞
得深圳水库旁的一个地块。

“525万一次，525万两次，525万
三次。”内地土地拍卖的“第一槌”重

重地敲下。
第二年，经过修改的法律规定，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
不久后，在“第一拍”的土地上，

东晓花园建成，全部楼盘售完只花
了不到一个小时。

1993年，深房完成股份制改造，
9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今年已83岁的骆锦星早在1997
年就从深房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
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段岁月，无数
的企业创立，无数的企业倒下，又有
无数的企业再起来。没有人害怕，整
个深圳都像在燃烧。第一个打破平
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度、第一家
由企业集团创办的银行、第一家股
份制保险公司、第一家外汇调剂中
心、内地第一个法人义工组织……
打破重重禁锢，深圳诞生了近千个

“国内第一”。
什么是深圳？骆锦星回答说：

勇气！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年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他们敢为人先、勇立潮
头；他们筚路蓝缕、开拓进
取。将近40年时间，一代代
创业者奔赴深圳，在这片试
验田中寻找自己的人生坐
标。他们与特区同呼吸，共甘
苦，一起展翅腾飞。岁月沧
桑，时光沉淀出最深的记忆。

勇气、环境、创新——三
代深圳企业家勾勒着自己眼
中的特区。

改革开放的精神
从未褪色

——三代企业家眼中的深圳
深房创立者骆锦星：

敢闯敢试改天换地

什么是深圳？新一代企业家的
回答是：创新。

2008年，26岁的江西小伙王国
彬在深圳设立互联网家装对接平台
土巴兔；2012年，1984年出生的南方
科技大学海归教授贺建奎创立瀚海
基因。

2012年，刚刚创立的瀚海基因要
研发第三代基因测序仪，遭遇资本的
冷遇；而事业初现前景的土巴兔，因
创新推出用户满意才收款的“装修
保”做法，打破业界老规矩，遭到几乎
所有合作家装企业集体抵制。

是深圳对创新的全力支持成就
了两位“80后”创业者。在职能部门
协调帮助下，一些公司同意继续合
作；贺建奎从财政获得了1000万元
的启动资金，撬动风险投资，踏上了
追梦的道路。

2017年，土巴兔已在全国开通
256个城市分站，平台上汇聚8万多

家正规装修公司、100万名专业室内
设计师，入选科技部火炬中心评选
的独角兽企业。同年，瀚海基因宣布
打破国外对关键技术的垄断，推出
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基因测序仪
GenoCare。次年，宣布完成2亿多元
人民币的A轮融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刚刚进入新世纪，深圳就提出

经济发展转型。从布局生物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到
培育生命健康、可穿戴设备等未来
产业，深圳始终坚持以转型应对危
机，以新理念引领发展。

与此同时，深圳加大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的步伐。如今，深圳的发
展已由“速度”转向“质量”和“标
准”，GDP达2.24万亿元，体量已与
香港相当。面对未来，新时代的深圳
提出改革开放再出发，努力在新征
程勇当尖兵。 据新华社

顺丰总裁王卫：

优化环境释放活力

王卫1993年创立顺丰速运，
2002年迁至深圳发展。

深圳吸引王卫的是其生机勃勃
的生态系统。什么是深圳？王卫的回
答是：环境。

48岁的王卫始终记得因业务
扩张申请机场用地的事。报告递
上去后忽然有一天，公司来了一
个市领导带队的调研组。“调研后
的场景我永远忘不了，带队领导
说，没发现企业的成长，服务没有
跟上，很抱歉。”

凤栖于苍梧，鲲鹏诞于北冥。
营造干得了事、干得成事的氛

围，这是深圳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理念。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

以来，深圳在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
利化营商环境方面下足了气力。引
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的改
革举措，为深圳释放出空前的活力。

这些改革都围绕着一个目标：
让企业更便利、更有空间。

很多年后，王卫跻身胡润排行
榜。在他看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
是政府不断破除固有僵化的体制机
制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完善服务
界定与市场边界的过程。有了自由
生长的环境，顺丰如鱼得水，不断创
新业务模式，不断扩张业务范围。

在深圳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华
为、腾讯、比亚迪……

王卫说：“对于未来，我们要有
足够的想象力。”

土巴兔王国彬、瀚海基因贺建奎：

坚持不懈发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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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根本方向，更是网络空
间的主旋律。”面对日益严重的安全威
胁挑战，观潮论坛主席、国家创新与发
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提出，国
际网络安全产业需加强协同合作。

2018RSA大会网络安全热点
（成都）分享会，正为世界提供了基

于网络安全的沟通平台和国际视
野。分享会落地成都，郝叶力首先点
赞了这座城市。对RSA来说，这样的
分享是一次创新，背后正体现了成
都市政府的全球视野和在网络安全
领域技术的创新举措。

两次参加RSA大会，郝叶力深
感网络安全是一项全球化的工作，
在她看来，网络安全是全球威胁，需
要全球共治。

在分享中，郝叶力提出要建立
情报共享机制，制定网络安全信息
共享标准。“过去人类在面临安全威
胁时，习惯用军事打击等硬手段应
对，但网络空间的行为体比较多元，
很多攻击源头根本没办法溯源。”因
此，郝叶力提出，面对日益猖獗的网
络犯罪、不断泛滥的网络恐怖主义
等网络威胁，进行对话沟通才是解
决问题的上策。

网络安全必须全球化
成都有国际视野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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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产业变革
正在带来挑战和机遇

各个产业的巨大改变，也正在
对为网络安全带来挑战和机遇。

北京君源创投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合伙人金湘宇常年耕耘在网
络安全产业。人工智能、云计算、物
联网、5G技术……在金湘宇看来，这
些产业的技术变革正在推动网络安
全发展。

例如，如今的云计算交付的不
只计算，更是能力交付，是价值连
接。在此基础上，云安全服务也正
在成为网络安全行业创新的热点。
金湘宇指出，大家熟悉的云厂商目
前普遍提供数十种云安全服务，而
这些云安全服务的品类还在继续
增加。而去年亚马逊推出的“云合
同”，更是让云成为一种市场渠道
手段。

另一方面，“以前云安全服务防

护的多是服务器侧，而随着云计算
产业的发展，云安全服务将逐渐覆
盖通信管道侧和用户侧。”

网络威胁的愈加上演，也正在
推动网络安全应用成为热点。华为
高级安全架构师黄生强表示，“网络
安全产业火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网络安全应用成为热点。”网络将从
改变个人生活进一步延伸至改变传
统大型产业，因此网络安全产业未
来“蓝海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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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前沿技术
还要解决人才缺口

5月起 进口化妆品价格更实惠

千里转监 拯救病儿

终于可以出院了，小华和母亲格外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