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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经过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

《数据安全法》对外公布，将于2021
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
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

《数据安全法》将与《网络安全
法》及正在立法进程中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一起，全面构筑中国信
息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

长期关注网络安全的环球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孟洁对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数据安
全法》首次将数据安全全局决策
统筹工作升格至中央国家安全领
导机构，与《国家安全法》保持一
致，从侧面巩固了数据安全在国
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首次升至国家安全
最高监管和行动决策的层级

《数据安全法》第五、六条明确
了数据安全领域内治理体系的顶
层设计，即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
负责国家数据安全工作的决策和
议事协调，研究和制定重大方针政
策，统筹协调国家数据安全的重大
事项和重要工作，建立国家数据安
全工作协调机制；工业、电信、自然
资源、卫生健康、教育、国防科技工
业、金融业等行业主管部门承担本
行业、本领域数据安全监管职责；
并且，由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
承担其范围内的监管职责；最后由
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网络数据
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孟洁指出，在网络监管方面，
《数据安全法》沿袭了“网信部
门+公安部门+国务院其他下属
机构联动”的监管体系，但值得注
意的是，《数据安全法》首次将数
据安全全局决策统筹工作升格至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与《国家
安全法》保持一致，从侧面巩固了
数据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以基本法成文化的方式
将数据安全工作上升至国家安全
最高监管和行动决策的层级。

“总体来说，国家从战略和规
划层面上重视数据的保护与应
用，也意味着企业需要更加谨慎
地处理数据。”

明确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
济命脉等重要数据的重要性，这
一点也在罚则部分有所体现。《数
据安全法》最终稿新增的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明确，违反国家核心
数据管理制度，危害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由有关主管部
门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根据情况责令暂停相
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
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维护我国企业利益
将根据情况采取“对等措施”

随着我国科技企业的兴起和
5G等尖端技术的开发，一些国家
针对我国企业出台限制性措施。

《数据安全法》第二十六条强化了
应对态度，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对等措施”。该条款明确了我国
维护中国企业利益的决心，无疑
给中国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孟洁认为，全球围绕数据的争
夺日益深化，《数据安全法》的制定
不仅需要解决国内数据安全管理
的问题，还要为数据出境、跨境合
作等相关规则制定策略。

孟洁指出，针对歧视的“对等
措施”在国际司法、贸易等领域已
有先例，此次在涉及数据安全、国
家安全的基本法中重申这一原
则，既表明我国拥护数据自由流
动、跨境安全的坚定立场，又对他
国如有不正当的歧视待遇行为做
出了有力的回应。

此外，《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
条对处理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
关于提供数据的请求做出规定：非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
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
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即企业在面
临境外监管机构的直接执法时，不
能直接提供境外监管机构要求的
数据，而是需要先行上报给我国主
管机关，获得批准后方可提供。

孟洁认为，这无疑显示出对
部分国家域外长臂管辖执法进行
有礼有节的回应态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数据安全法》正式发布

数据安全工作首次升至
国家安全最高监管层级

6月12日晚，河南卫视推出的“端午奇
妙游”让人惊艳，特别是开场水下舞“洛神
水下飞天”《祈》，舞者在水下衣袂翩跹，拂
袖起舞，仿佛再现了曹植《洛神赋》“髣髴
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的景象，让网友们大呼“太美了！”“绝美！”

《祈》的舞蹈演员何灏浩回忆，自
己在水下约50秒钟换一次气，拍摄了上
百个水下舞蹈视频，练习在水下的稳定
性、动作衔接的流畅性、眼睛在水中睁
开的适应性……据悉，何灏浩曾学了十
年花样游泳，还曾参演周星驰的电影

《美人鱼》，为林允担任替身。“我5年前
学习潜水，此前又有花样游泳的基础，
但整个作品完成起来仍然可以用‘无比
艰辛’来形容。”

何灏浩是名湖南妹子，从小在广州长
大。在小学三年级时，她被广州花样游泳
队选中，从此走上花游道路，一练就是10
年。2003年，何灏浩参加电影《美人鱼》的
拍摄，本来只想成为群众演员，没想到成
了主演林允的替身。美人鱼一跃入海、遇
袭时一跳出船的动作，都由她完成。

河南卫视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祈》是在一个近5米深的水池中拍摄
完成的，何灏浩需要每天下水，每次拍摄
约8小时，每次闭气50秒到一分钟，一天拍
200多条素材。尽管有游泳、潜水和舞蹈基
础，这段节目拍得仍是异常艰辛。

何灏浩在微博中称，能以一技之长还
原中华精粹是自己的荣幸，“背后的故事
属于过去，未来我们会创作更多精彩的作
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13日6时40分许，湖北省十堰
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发生
燃气爆炸事故。事发后，十堰市已
投入各方救援力量超过2000人。
截至14时，共搜救收治伤病员138
人，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

13日下午，记者从十堰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爆炸现场张湾区艳
湖社区集贸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
初建造的二层楼建筑物，一楼归
属一家物业公司，二楼归属社区
管理。其中一楼有19间药店、早餐
店等店铺，二楼是活动室无人居
住，马路对面是46间便民摊位。

十堰市副市长王晓介绍说，
目前，事故现场913户居民和商户
已被紧急疏散。十堰市已成立现
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现场抢
救组、伤员救治组、事故调查组等
8个工作小组，全力以赴开展救
援。事故原因正加紧调查。

据十堰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付祖斌介绍，事发后，十堰市已投
入各方救援力量超过2000人。救
援人员已携带大型救援设备、生
命探测仪、警犬等在现场展开搜
救处置。张湾区副区长肖旭说，目
前，伤亡人员亲属853人已就近安
置在8家酒店。各县（市、区）和市
直部门人员已到岗到位，加强值
班值守，举一反三、加强排查，落
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委主要
领导作出批示，省政府主要领导
已赶往现场组织救援。王晓表示，
下一步，十堰市将全力救助伤员，
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减少人员
伤亡损失；全力做好周边社区居
民的疏散和有序安置工作；妥善
处理死亡人员善后工作，全力做
好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抓紧
调查事故原因和责任倒查追究；
抓紧对周边房屋开展安全鉴定，
包括水、电、燃气等隐患排查。

据新华社

记者13日从云南北迁亚洲
象群安全防范工作易门县现场
指挥部了解到，云南将尝试利用
降雨、降温等有利条件，通过科
学、适量投食引导，疏堵相结合
的方法，帮助北迁亚洲象逐渐返
回适宜栖息地。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处处长向如武介绍，指
挥部坚持“不伤人、不死象”的原
则，采取了物理隔离、动态鸣警、

投放食物等方式对象群活动进行
干预，多次成功阻止象群进入村
镇、大型城市、人口密集区。

“目前，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
任保险已覆盖云南全省，公众无
须单独购买。”向如武说，云南已
对北迁亚洲象沿途造成的群众经
济财产损失启动野生动物肇事公
众责任保险定损赔付工作，待统
计定损工作完成，将对沿线居民
损失进行赔付。 据新华社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
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
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春节甩出一波《唐宫夜宴》《天
地之中》王炸后，河南卫视端午节
又来炸场了，这一次，他们用一段
唯美曼妙的水下舞蹈，再现了“独
占天下八斗才”的曹植名篇——

《洛神赋》，让一众网友惊叹：我是
看到神仙了吗？

6月12日晚，河南广播电视台播
出了中国节日系列之端午节特别节
目——“端午奇妙游”。而奇妙游的第
一站，就是曹植邂逅洛神之地——洛
水。水下中国风舞蹈《祈》，舞者化身

“洛神”绝美登场，或拂袖起舞，或拨
裙回转，或刚劲有力，或娉婷袅娜，水
随舞动，衣袂翩跹。一时间，观者都成
了曹植，深陷于洛神之美。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
“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

步，罗袜生尘。”
“转眄流精，光润玉颜。”
最终“洛神”离去，虽未如《洛神

赋》中所言“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
容裔”；却如“嫦娥奔月”一般，衣袂翩
跹，身姿若仙，融入一片绚烂之中，徒
留观者“遗情想像，顾望怀愁”……

这部绝美的舞蹈作品，迅速在
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太美了救命！”“我是看到了神
仙吗？”“这真是不花钱就能看到的

吗？”“震撼！这是在水下，还是在天
上！”“在水中却有飞天的气势！”“这
才叫文化自信！”……

还有许多网友给水中跳舞的舞
者“献上膝盖”：“这真的在水里拍的
吗？憋气憋好久啊！”

这位有着极强肺活量的舞者名
为何灏浩，微博昵称@人鱼灏浩，她
曾是花样游泳运动员，代表广州队
屡获全国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团
体冠军。

而这部水下中国风舞蹈作品的
编导郭吉勇@斜杆玩家吉叔，在

《祈》之前，就凭借另一部水下舞蹈
作品《卷珠帘》惊艳了无数观众。据
介绍，《祈》先后经历3次拍摄，在水
中泡了26个小时才拍摄完成。

据河南卫视官方微博介绍，此次
端午节特别节目“端午奇妙游”，创新
采用了网剧+网综的形式，以四位唐
小妹的视角，拉出四条平行且交错的
故事线，讲述《唐宫夜宴》前传故事。

除了这部让人拍案叫绝的水下
舞蹈作品《祈》，“端午奇妙游”的其他
节目也毫不逊色：再现端午前夕祭祀
盛景，融合祭祀、舞蹈、杂技、击鼓、凑
乐等元素的《龙舟祭》；为观众呈现了
兰陵王波澜壮阔一生的《兰陵王入阵
曲》；将傀儡戏与舞蹈融合，场景梦幻
的《唐印》；再现中医文化魅力的《医
圣传人》；以及梦回大唐盛世，再现

“云想衣裳花想容”的人间绝色的《丽
人行》。 据新华每日电讯

水中泡26小时完成拍摄

淘宝报案：近12亿条客户信息遭爬取
黑客非法获利34万元 两人均获刑三年多

■ 许多人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事件：当你在某个网
站注册个人信息后，装修的、卖房的、贷款的……各种骚
扰电话接踵而至。这些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呢？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裁判文书网
最近就披露了一起惊天大案：两名犯罪分子在淘宝网爬
取并盗走大量数据。经过核实，此次泄露的个人信息竟
然高达近12亿条。

■ 有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各种平台注
册时应尽量少填写个人信息，如果允许填虚拟的信息，
就不填真实的。一旦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应立即报警。

演员何灏浩：
学了十年花游，
仍跳得无比艰辛

惊艳出圈

1983年出生的黎某是湖南省浏阳
市人，2012年开始做淘宝客生意，即通
过做淘宝推广赚取淘宝客佣金，其关
键是需要大量淘宝客户联系方式。

2017年7月，黎某在网上认识了
逯某。黎某提到“很难获取大量的淘
宝客户联系方式”，于是逯某为其编
了一个“微信加人”软件。“这个软件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也利于淘宝客生
意，于是就承诺逯某，待成立了公司，
算逯某技术入股。”黎某供述称。

2019年3月，黎某成立浏阳市泰
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做“淘宝
联盟”里的淘宝返利——用一些手机
号，加对方微信好友推广淘宝商品，
让用户领取“淘宝联盟”优惠券，对方
使用优惠券成功购买商品，该公司会
获得返利。“我当时就成为该公司的
技术员，从2019年3月开始，黎某给我
每月1万元报酬。”逯某称。

2019年11月，逯某自写软件“淘
评评”，该软件可以通过淘宝商品详
细信息接口和淘宝信息分享接口，爬
取淘宝客户的淘宝数字ID和淘宝昵
称，通过淘宝分享接口爬取淘宝客户
手机号信息。随后，逯某将爬取的客

户手机号码信息提供给黎某，而爬取
的淘宝客户ID和淘宝昵称等信息，存
入自己的电脑硬盘里，没有提供给黎
某和外泄。据逯某供述，自2019年11
月起，他爬取采集成功的数据最起码
有5000万条，每条分为3个字段包含
UID、淘宝昵称、用户手机号。

黎某获得这些信息又拿去干嘛
了呢？黎某称，他在收到淘宝客户手
机号码之后，会把这些信息数据导入

“微信加人”软件，加微信好友成功
后，由浏阳市泰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员工负责发送广告链接，淘宝用户
在该公司的广告群里购买商品，该公
司获得佣金。

该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王某透露，
该公司约有1100个微信群，每个微信
群最多有200人，最少约90人。其主营
业务就是帮淘宝商家带货，从而获得
淘宝网佣金和商家服务费。至于其淘
宝客户来源，王某称“不清楚”，“我们
建好微信群后，将群二维码提供给老
板黎某，然后就有人自动进群。”

经过统计，浏阳市泰创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利用
该信息经营共非法获利340187.68元。

两人被抓后，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检
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为由，将其
起诉至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经过审判，法院认为，逯某受雇
于黎某，二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
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综合其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

法院依法判决：黎某犯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逯某犯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同
时，黎某、逯某违法所得依法继续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依法扣押作案工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李晨

2020年7月13日，淘宝网安全风
控员风某，在工作中忽然发现，淘宝
网平台的评价接口存在异常流量行
为。经排查后发现，有人通过破解接
口的形式进行加密数据的爬取。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立即
向警方报案称，2020年7月6日到7月
13日，有人通过MTOP（淘宝无线开
放平台）订单评价接口绕过平台风
控批量爬取加密数据，爬取字段量
巨大。

据统计发现，2020年7月6日至7
月13日平均每天爬取数量500万，爬
取内容包括买家用户昵称、用户评
价内容等敏感字段。同时，经淘宝网
站排查发现，逯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作案地点为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新
城街道长江路民政局家属院。

同年8月15日，逯某在商丘市睢
阳区长江路格林豪泰酒店内被警方
抓获，同日被刑拘，同年9月22日被
逮捕；黎某于同年8月21日在商丘市
睢阳区长江路唯美酒店内被警方抓
获，8月22日被刑拘，同年9月22日被
逮捕。

警方对逯某住处及黎某创办的
浏阳市泰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办公
室进行了搜查，扣押逯某电脑主机5
台、电脑显示器3台和手机5个。

经过司法鉴定，逯某通过其开
发的软件爬取淘宝客户的数字ID、
淘宝昵称、手机号码等信息共计
1180738048条（即11.8亿条），逯某
将其爬取信息中的淘宝客户手机号
码通过微信文件发送给黎某使用，
共计19712611条（1971万条）。

安全风控员发现异常
近12亿条淘宝客户信息被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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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软件侵入淘宝信息接口
加好友发广告拿佣金非法获利3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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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两人分别被判刑3年多

湖北十堰燃气爆炸 12人死亡
正全力展开事故救援

云南将帮助北迁亚洲象
逐渐返回适宜栖息地

何灏浩

消防救援人员和搜救犬在现场搜救 新华社发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