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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上午，四川省暨成
都市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活动在成都春熙路正式开幕。
据了解，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
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为主题，将持续到本月
20日。

今年以来，成都市公安局侦
破了一大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黑客攻击破坏、电信诈骗等类型
案件，发现网站（系统）漏洞数量
352件，对其中198件下发限期整
改，检查APP企业307家，完成公
安部督导 APP 企业 473 家，其中
限期整改21家，打击处置违法网
民80余人次，有效净化了网络环
境，改善了网络生态，有力确保了
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9 月 19 日，成都公安公开了
一批典型网络安全案件，案件包
括打击网络犯罪、开展网络安全
检查、清理网络谣言等方面。

案例一：
非法采集个人信息
相关嫌疑人被批捕

成都市一大型外资代工厂，
员工流动性很大，每天都有很多
前来应聘岗位的人员。某日王某
前往该工厂的劳务部门填写了相
关应聘信息后，在离开之际又被
几名声称为工厂员工的人员叫
住，让其手持身份证进行拍照。当
时王某也没有在意，拍了照后便
离开了，后来工厂方发现了该情
况随即便报了警。通过公安机关
的深入调查，发现是有人冒充工
厂员工非法对前来应聘的人员采
集个人信息，并将采集的信息出
售给他人获利。

截至被抓获时，已经非法获
取了 6000 余名招工人员的个人
信息。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在省
外有人通过购买这些信息办理电
话“黑卡”，为诈骗等犯罪活动提
供便利。经过缜密安排，成都公安
机关将参与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
马某、朱某，以及办理电话“黑卡”
的孙某、李某抓获归案，现四人已
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修改为：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
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一是不
向来源不明的人提供自己的个人
信息；二是不要在来历不明的网
站登录自己的个人信息；三是旧
手机如果要出售一定要使用专业
软件等手段彻底清除手机数据；
四是快递包裹单一定要将信息处
理，减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案例二：
APP超范围采集用户信息
警方给予行政警告处罚

2019 年 5 月，公安机关在工
作中发现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一
款APP产品，存在超范围采集用
户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经现场
检查，发现该APP在获取读取手
机状态和身份、发现已知帐户、拦
截外拨电话、开机时自动启动四
项权限中存在超范围采集用户个
人信息的情况。对此，公安机关依
法对其给予行政警告处罚。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
营者开展经营和服务活动，必须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
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履行
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接受政府和社
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警方呼吁：只有警、企、民紧
密携手，才能共建平安、稳定、清
朗、有序的网络空间。同时，警方
也提醒广大网络运营者，切实承
担起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履行好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违法有害信
息处置、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法
律义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托管机构生意锐减
穿上“马甲”投诉学校

教育局：未发现学校存在违规

成 都 课 后 延 时 服 务 实 施 半 年 观 察成 都 课 后 延 时 服 务 实 施 半 年 观 察 ❷❷

从上学期开始，孩子就读于成都市金沙小学五年级的家长曹女
士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自从学校有了延时服务，放学时，校外举着托
管机构牌子来接孩子的人就明显少了。这是一笔很好算的经济账。校
外机构托管费每月1200元左右，学校的延时服务每月不到200元，
“经济上我们节约不少”。更重要的是，孩子留在学校更安全，家长更
放心。

昨日的报道中，在成都课后延时服务实施半年观察中，我们走
访了成都市三所学校，本期我们将继续聆听来自家长和老师的评
价，讲述课后延时服务为家校双方带来的便利和改变，以及托管行
业的变化。

电竞
成都电竞馆全国第二多

今年4月，国家相关部委向社会发布13
个新职业信息，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运营
师被列为正式职业。与此同时，伴随着一些
相关电视剧的热播，电竞新职业也变得炙手
可热。

在分享会上，来自GK电竞俱乐部的电
竞运营师邱晨介绍，电竞行业的新职业，电
竞选手（电子竞技员）只是很小一部分，从业
者还包括运营、商务、教练、后期制作团队、
主播、解说、数据分析等等，他们都是依托于
电竞新经济的新职人。

对于电竞选手年薪百万的说法，邱晨
说有的人是可以达到的，但这部分人还是
很少。

美团点评数据：
行业劳动力需求将达33.15万人

截至2018年底，中国电竞相关行业从业
者中，电竞生态从业者7.1万人。预计到2019
年底，行业从业者整体劳动力需求规模将会
达到33.15万人。

在新经济的浪潮下，成都正在孵化以“电
竞”为主题的相关经济产业，并在近两年落户
并诞生了许多电竞生态孵化园、电竞馆等等。
根据美团点评平台此前公布的数据，电竞馆
商家数量排名TOP3的城市为深圳、成都、重
庆。成都排名第二。

STEM创客指导师
80后家长成STEM消费主力

“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技术跳跃阶
段。”来自亚美尼亚的“蓉漂”、STEM创客指
导师Serge Hovnanian表示，这些技术当前所
依赖的语言，是编程。Serge Hovnanian 来中
国大约8年，在上海、江苏等地居住过，但他
最喜欢的还是成都。从2016年起，他决定在
成都创业，开起了培训机构。

他的机构就是以编程为载体进行STEM
教育，专门针对5-18岁的青少年，目前已经
有180多名学生。虽然在中国这门课还不够
普及，但Serge Hovnanian觉得，最近这三年
里，这个行业正在呈现井喷式的发展。“明年
我会在成都开第二家分机构。”Serge Hov-
nanian说。

美团点评数据：
STEM商户数成都居全国第六位

截至2019年7月，在线的STEM商家数
量比 2018 年 7 月同比增长 67%，比 2017 年 7
月增长284%，行业发展迅猛，在去年呈现井
喷状态。在STEM商户数量top10的城市中，
成都位于第六位，从2017年到2018年，涨幅
达到116%。

以百元以上的团单课程为基准线，stem
课程的线上平均客单价达到1274元；80后家
长成为 STEM 消费的绝对主力，占比达到
64.1%，90后占比达18.4%。

医美
男性医美顾客也非常普遍

崔诗悦来自成都一家比较知名的整形
医院，她负责皮肤类项目。“02、03年当一个
美容大夫是被人看不起的。”崔诗悦说，情况
已经悄然改变，“如今我说我是医美大夫，别
人就都会‘哇’的一声表示羡慕。”她说，以前
做医美，大多数人的需求是五官的改变。但
现在，不少消费者去医院只是做一下皮肤。
为此，崔诗悦会去学素描和化妆，研究面部
色彩的搭配，脸部阴影区域的协调。“相较于
其他城市，成都人在医美消费方面真的比较
洒脱。”崔诗悦说，不仅女性，成都的男性医
美顾客也非常普遍。“尤其是割眼袋的，打水
光针的，这些项目男性做得特别多”。

美团点评数据：
成都消费人次排名全国第三

2019年上半年，成都的线上医美消费订
单量增长4.3倍，订单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
和深圳，下单用户增长3.3倍，消费人次仅次
于北上，排名全国第三。根据美团医美618大
促数据显示，有45%的消费者年龄在25岁以
下；更多男生开始尝试医美，男性消费者占
比提升到25%；“医美之都”成都的消费人次
和北上广深一起包揽前五。订单量排名前三
的医美项目为：皮肤美容项目（小气泡、光电
项目等）、玻尿酸、水光针。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王欢

成都公安公开一批典型
网络安全案件：

学校延时服务的开展，直接解决了家长们放学接孩
子的痛点、难点，这也直接使得大量学生从校外托管班
转向了校内，对此，记者走访多所学校发现：放学时间，
校门口举着托管机构牌子来接学生的人明显减少。值得
注意的是，这期间，一些托管机构有些坐不住了，个别机
构想尽办法阻扰学校延时服务的正常开展，甚至人为地
制造矛盾，蛊惑家长与学校“对抗”。

疑点一
来信人电话语音提示为一家教育机构

前不久，成都某区教育局就接到一起信访反映，有
家长称学校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接到投诉以后，该
教育局工作人员随即展开调查。“在向来信人拨打电话
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来信人的手机电话语音提示为一
家教育机构电话，在电话接听中，我们未听清该机构的
确切名称，但后经核实，该机构在被投诉学校对面就有
一个培训点。”该工作人员介绍，沟通中，对方声称其通
过家长了解到学校有违规情况，并有相关照片证据。于
是，该工作人员便请其提供了照片证据。

第一张照片为老师通知家长自愿参与学校延时服务
的群聊天记录截图。该区教育局工作人员也表示，“该班教
师通过qq群向广大家长进行的课后服务相关政策宣传，表
述准确、得当，无强迫或变相强迫家长参加的情况。”

第二张照片为学生作业本的一页，显示学生家长（爷
爷）在作业本上批注“XXX放学后去医院看病回来才做
作业，晚九时才做完，学校课后服务不参加了。（XX爷爷，
9.4晚）”同时旁边还有一行红字的批注“全班就他一个人
未参加了！”随后，该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立刻与相关学校
分管副校长取得了联系，请学校进一步核实情况。

疑点二
“教师批注”与其本人笔迹不太吻合

“就教师批注的情况，通过比对，我们发现‘全班就他
一人未参加了！’与教师本人笔迹不太吻合。同时，学校分
管领导也再次向该教师核实，其明确表示未进行过类似
批注。此外，该班级现有学生45人，未参加课后服务的学
生为10人，并非1人。照片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区教
育局工作人员说，未发现学校存在违规情况。

当日，该区教育局小学教育科就接到了该名学生父
亲的电话，他表示，对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流程、安排等
相关工作完全认可。同时，这位父亲讲出了另一件事。开
学初，孩子主动想参加学校的课后服务。但之前家长已
经在该机构缴纳了一学期3000多元的托管费用，且该
机构不予退费。家长表示，该机构的人员挑动孩子的祖
辈，让其投诉学校强制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服务，以及其
打着家长的旗号进行投诉十分不妥。

该区教育局表示，通过前期全方面调查核实，这起
信访投诉内容与学校实际工作开展情况不符，此举严重
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不良影响。同时，区教育局也对广大教师再次明
确工作要求，规范办学行为，向广大家长做好政策宣传
解释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许雯 赵雨欣 受访者供图

“上学期，听到学校要开展延时服务以后，
我们就把托管班都退了。”曹女士介绍，孩子班
上的其他同学也是，大部分参与校外托管的同
学都转向了校内。对于家长而言，校内延时服
务一个月不到 200 元，仅花费上就节约不少，
但更重要的是，她更看重校内托管的安全性，
有学校的统一管理。

曹女士说，在学校，孩子一般会先完成家
庭作业，由本班老师进行监督和辅导，第二个
时段，因为孩子是学校拉丁舞校队的成员，接
着就会去参加拉丁舞的训练。这样回家以后，
孩子有充裕的时间去进行课外阅读和舞蹈练
习，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最让曹女士
感到松口气的是，她不用再为辅导孩子的家庭
作业而“抓狂”，孩子作业的完成效率和质量都
有很大的提升。

成华小学三年级学生张同学的爸爸表示，
学校延时服务更安全，师资更专业。加上收费
很便宜，一个月不到 200 元。而此前报的托管
班，每月收费一千元左右，师资不明，管理也一
言难尽，“托管班里人数一多，只要老师管不过
来，孩子们就互相抄作业。”此外，张爸爸发现，
孩子在托管班里几乎不能完成家庭作业，“回
家后我们不仅要做饭，还要花大量精力和时间
辅导娃功课。”

家长点赞家长点赞//
不再为辅导作业“抓狂”

上学期，青羊区教育局发布了学校课后延
时服务的实施细则，金沙小学全体教师在钟樱
校长的带领下，召开了动员大会。会后，老师们
对延时服务的自愿参与率达到了100%。“我们
对延时服务是完全支持的”，金沙小学五年级8
班语文老师何艳表示。而学校从老师的角度出
发，也为老师考虑了很多，采取了轮岗制度，每
周每位老师一般会轮岗2-3次，所以负担不会
很重。

何艳说，这学期学校延时服务的学生自愿
参与率是85.5%，这也足见家长对学校延时服
务质量的认可。金沙小学将延时服务的时间分
为了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为作业辅导。第二时
段，学生会在教室做做室内操和眼保健操，然
后开展阅读、绘画、棋类等兴趣活动，另有一些
学生则会到各类校队老师的训练处，参与艺体
特长及科技类项目的训练和学习。

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教导处主任袁力告
诉记者，学校开展延时服务在学生自愿参加的
前提下，在编班和老师的安排上均经过了慎重
考量。比如采取教本班的老师负责本班的延时
服务，同时，每个班会配搭不同学科的老师，以
此避免学习辅导的单一性。如语数老师加上体
育老师，既能够对学生进行作业指导，在学习
之余还可以增加体质锻炼。

老师支持老师支持//
一般每周轮岗两三次

家长投诉学校
强制学生参加延时服务？

在成都，发现你的N种可能！

电竞运营师电竞运营师、、密室设计师密室设计师、、STEMSTEM创客指导师……创客指导师……

新职业人群规模全国第三

电竞运营师、密室设计师、汉服体验师、医
美医生、STEM创客指导师…… 昨日下午，
一场“新职业人群分享会”在蓉举行，参会代表
各自分享了自己的行业和从业经历。

据美团点评7月发布的《2019年生活服
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显示，成都新职业人群
规模全国第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包容开放的
营商环境成为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发
展的重要土壤。

“新职业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升级和
转型。”美团点评到综事业部总经理张晶表示，
新职业将推动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带来不同细
分行业的整体发展，进而带来服务端的消费升
级、用户体验升级。

成华小学学生进行足球训练

经比对，批注字迹与教师本人笔迹不太吻合

分享会现场

某公司APP
超范围采集
用户信息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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