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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江苏张家港的年轻妈妈孙女士家住江苏张家港的年轻妈妈孙女士，，每当开学前后每当开学前后，，就会隔三差五接到教育培训机构的就会隔三差五接到教育培训机构的““问问
候候””。。这些培训机构对她孩子的姓名这些培训机构对她孩子的姓名、、学校学校、、年级等信息了如指掌年级等信息了如指掌，，连推荐的课程都有针对性连推荐的课程都有针对性。。同同
样样，，另一位年轻产妇丁女士今年刚生下宝宝不久另一位年轻产妇丁女士今年刚生下宝宝不久，，当地摄影馆的当地摄影馆的““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就频繁打进来就频繁打进来，，声称声称
可以提供婴儿理发可以提供婴儿理发、、制作胎毛笔制作胎毛笔、、摄影等上门服务摄影等上门服务。。

不管是孙女士还是丁女士不管是孙女士还是丁女士，，她们都对此现象感到担忧和害怕她们都对此现象感到担忧和害怕。。她们疑惑她们疑惑，，孩子的信息是如何孩子的信息是如何
被泄露的被泄露的？？

今年今年1010月月11日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正式实施正式实施。。
据专家介绍据专家介绍，，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儿童网络保护的立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儿童网络保护的立法，，明确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明确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

作作、、发布发布、、传播侵害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信息传播侵害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信息，，确定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具体原则确定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具体原则，，以及网以及网
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该规定填补了互联网时代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空白该规定填补了互联网时代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空白。。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10月1日正式实施

让儿童不再成为网络世界“透明人”
儿童信息

被牟利者视作“肥肉”

王玲(化名)大学毕业后进入张家港

一家颇具规模的培训机构做前台行政工

作。一次，她的丈夫秦某提到，有位老同

学正筹备开培训机构，需要生源。出于

同学情谊，王玲将其所在培训机构的

6000多条学生个人信息发给了丈夫。这

块“肥肉”果然很有油水，老同学拿到信

息后通过有针对性的推销，获得了较大

利润。经过举报和一系列调查，警方很

快锁定了王玲夫妇。

90后王某在张家港市区经营一家婴

童摄影会馆，他找到在张家港某医院任

妇产科医生的朋友陈某，拜托她提供更

多婴幼儿信息。陈某禁不住朋友恳求和

利益诱惑，便通过医院内部网络，登录当地

妇幼平台，获取全市孕妇及婴幼儿个人信

息共计1000余条，信息中包括婴幼儿的出

生信息、父母名字、电话、家庭住址等。

获得这些信息后，王某的市场一下

就打开了。为了表示感谢，他给陈某支

付了好处费数千元。之后王某被多名产

妇举报，陈某也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只是相关案件的冰山一角。”张

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盛敏说，

由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起步较晚，

对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尚缺乏专门

的保护规定及机制，致使过度采集及使

用儿童个人信息情况普遍存在。

不法分子用

儿童信息威胁、诈骗家长

据盛敏介绍，让人担心的是，一旦不

法分子用儿童信息威胁、诈骗家长，所带

来的安全隐患不可估量，经济损失也不

容小觑。

最近，一种在 QQ 上假冒学生的新

骗术让很多家长中招。

今年上半年，张家港市的俞女士在

QQ 上收到一个加好友申请，打开一看

申请者竟然写着女儿的名字。俞女士以

为是女儿新注册的 QQ 号，就点击通过

了。女儿说，学校邀请了名校教授来校

进行数学等课程培训，自己想参加，须由

家长联系学校王主任报名，还有半小时

报名就截止了。俞女士立即添加了王主

任的QQ，把1万元报名费转到了王主任

提供的账户上。当天傍晚，俞女士打电

话给女儿，说培训费交上了，女儿完全不

知情，俞女士才意识到被骗。

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这个

由吴某等3人组成的诈骗团伙通过黑客

进入学校 QQ 群，非法获取学生及家长

的姓名、QQ号等信息，在QQ上假扮学

生与家长联系。该团伙共向400余名在

校学生家长，以孩子名义发出 QQ 好友

申请实施诈骗。山东、四川等多地均有

学生家长受骗上当。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由于学生个

人信息泄露而引发的诈骗案引起各方关

注，儿童在网络上的信息安全，不仅关乎

儿童个人的健康成长，更关乎家庭幸福

和社会稳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必须用法律和制度予以保障。

用法律织密

儿童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网

近年来，各地儿童信息泄露事件屡

见不鲜。在安徽，曾有大量新生儿住院

视频出现在某视频网站上，画面里，“姓

名”“年龄”“诊断病情”“入院日期”等信

息一览无余；在山东，有人只需花3.2万

元，就能买到济南市20多万条1-5岁婴

幼儿的信息，内容具体到每个家庭的门

牌号……

儿童作为特殊群体，心智尚未成熟，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容易受侵害。

根据腾讯儿童发起的“儿童网络保

护大调查”，对安全风险认知不足、过度

上网、无意识卷入违法犯罪、泄露个人信

息简介造成财产损失、接触有害信息、遭

遇网络欺凌等已成为儿童上网时的八大

风险。

如何有效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已成为

一个世界性议题，许多国家专门对其进

行了立法。2019年年初，美国联邦贸易

委员会以某短视频软件国际版“涉嫌非

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信息”对其处以罚

款570万美元。

以前，由于我国缺乏专门针对儿童

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儿童网上信息保

护工作存在规定过于笼统、条款不切实

际、处罚不到位等问题。

据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国内未成年人保护举措密

集，成果颇丰。比如，《关于构建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

议》签署，《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儿童

福利司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第九

检察厅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

号检察建议发布等。“这些举措在现实世

界中织就了一张扎实的儿童保护网。”

该负责人还表示，不久后，国家将陆

续颁布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未成

年人互联网权益保护条例》，配合正式实

施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儿

童的个人信息将会真正得到全面的保

护，国家将用法律织密儿童保护网，许给

孩子一个美好未来。”

来源：《北京青年报》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随着“寒露”节气

的到来，气候渐渐寒冷，气温逐日下降，专家提醒公

众在饮食调理上要适当多食甘、淡、滋润的食物，可

预防“秋燥”伤人。在这“寒露”至“深秋”到时节，小

编带大家一起学做养生粥汤。

川贝炖雪梨

原料：雪梨1个，冰糖25克，川贝少许。

做法：雪梨洗净削皮切开去核掏空，成一个梨

盅。梨盅里放入几粒川贝和冰糖，盖上梨盖，用牙

签固定。将雪梨放入碗中，加冰糖、水，隔水蒸30

分钟即可。

功效：川贝炖雪梨是历来为大众所公认的清润

滋补佳品，可常食，秋季最宜。川贝味甘、苦，性微

寒，归心、肺经，川贝苦寒，能清热，其质润，入肺经

可润肺化痰。雪梨也为清热滋润之品。梨有润肺

清燥、止咳化痰、养血生肌的作用，对急性气管炎和

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出现的咽喉干、痒、痛、音哑、

痰稠、便秘、尿赤均有良效。

红枣花生山药粥

原料：红枣 10 枚，花生 45 克，山药 1 段，大米

100克。

做法：山药洗净去皮切块，花生、红枣洗净。加

水适量。先把山药、花生、红枣煮开，然后把大米放

进去，用勺子搅拌一下，防止粘锅。煮10来分钟就

好了。

功效：红枣具有补气血、健睥胃的作用；花生连

红衣一起食用不仅健脾和胃、滋养调气，还可以补

血；山药补脾养胃、补中益气。本粥养脾补血，滋养

容颜。

木耳豆腐羹

原料：黑木耳20朵、嫩豆腐1盒、胡萝卜1根、

盐1茶匙、高汤750毫升、鸡精1/4茶匙、水淀粉4汤

匙、香油1/2茶匙。

做法：黑木耳用冷水泡发后，捞出沥干备用。

将嫩豆腐冲洗干净后切成 0.5 厘米见方的小块备

用。将高汤倒入锅中烧开，然后加入豆腐丁，煮约

4分钟后再加入木耳，调入适量盐和鸡精，最后用

水淀粉勾芡即可，起锅前淋入少许香油调味。

功效：鲜木耳含有一种卟啉的光感物质，人食

用后经太阳照射可引起皮肤瘙痒、水肿，严重的可

致皮肤坏死。干木耳是经暴晒处理的成品，在暴晒

过程中会分解大部分卟啉，而在食用前，干木耳又

经水浸泡，其中含有的剩余卟啉会溶于水，因而水

发的干木而可安全食用。

羊骨粥

原料：粳米l00～200克，新鲜羊骨1000克，盐、

生姜、葱等调味品适量。

做法：先将新鲜羊骨洗净砍碎，加水煎成羊骨

汤，然后加粳米煮成粥，加入适量调味品。

功效：羊骨味甘，性温，归肾经。其主要成分为

磷酸钙、碳酸钙、磷脂、骨胶原、氟、铁、钠、钾、弹性

硬蛋白等。

拔丝山药

原料：山药500克、白糖、植物油、清水、香油各

适量。

做法：将山药削皮洗净，切成滚刀块，备用。植

物油烧至五成热，把山药放入油内炸透，至金黄色，

捞出，控净余油。用清水将白糖化开，用慢火炒至

白糖由稠变稀，能拔丝时，倒入山药，离开火眼，颠

翻炒匀，使糖汁完全粘在山药上后，倒在抹香油的

盘子内即可。

功效：寒露要适当吃些山药。山药属于薯类，

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

包括胡萝卜素、维生素B1、B2和钙、磷、钾、钠、镁、

铁、锌、铜等多种矿物质。山药虽然可以同时滋补

很多脏器，但最终还是以补肾为主，经常吃山药可

以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拔丝山药是很好的一种

食用方法，用焦糖“炮制”过的山药，补肾抗毒的功

效会相应增强。本报综合 本报综合

深秋养生防“秋燥”伤人
5款养生粥喝起

滨海健康

● 星途-LX

上市日期：10月8日

星途的第二款车，风格变化很大。

新车前脸采用全新的设计语言，看起来

较为科幻、前卫。其前大灯组中的日间

行车灯与格栅下方的灯带相连接，使得

新车看上去更加有质感。此外，新车前

包围造型十分独特，横向的多条的进气

口搭配两侧多边形进气口造型，使得新

车充满了未来感。其 12.79-15.59 万元

的定价区间表示其定位在中国品牌的中

高端阵营。

● 名爵ZS

上市时间：10月17日

名爵ZS属于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对

外观和内饰进行了重新设计，搭载斑马

智行3.0车载互联系统，并配备了全新的

1.3T发动机（官方称为260TGI）搭配6挡

自动变速箱在动力和平顺性方面，应该

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 Aion LX

上市时间：10月17日

广汽新能源Aion LX也很早之前就

公布了预售价格，其中两驱基准版车型

补贴后预售价为25.00万元起，四驱基准

版车型补贴后预售价为 30.00 万元起。

新车将是以Aion命名的第二款车型，也

是第一款SUV产品。广汽新能源的新产

品在设计以及续航方面都表现的颇为亮

眼，外观和内饰方面，新的设计语言让它

颇为亮眼，基本上例如大气、现代等好词

汇往上安都不会出错。而电动车最重要

的续航部分，官方的综合续航最低也达

到了503km，参考Aion S的测试结果，对

于日常使用来说，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

里程焦虑。

● 凯迪拉克CT5

上市日期：10月20日

早在9月底凯迪拉克CT5就发布了

预售价，价格区间为28万-34万元，并且

将推出风尚版和运动版两种不同的车

型。新车定位中型轿车，在设计、动力以

及底盘方面都有不小惊喜，这款定位运

动风格的中型轿车也将继续以宝马为主

要敌人。而在新车上市后，将与同级别

热门的奥迪A4L、宝马3系及奔驰C级等

车型展开竞争。

● 一汽丰田RAV4荣放

上市时间：10月25日

一汽丰田全新一代RAV4荣放将推

出搭载2.0L燃油和2.5L双擎两种动力的

共计8款车型，其中4款主销车型的预售

价格为20.00-24.50万元。RAV4是一款

设计比较平衡的产品，空间、动力、驾驶、

配置都平衡的很好，新一代车型的造型

比之前更硬朗了一些。如果你想买一辆

紧凑型SUV，但又不知道自己的真正需

求，买它应该是个稳妥选择。

● 奔腾T99

上市时间：10月29日

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其预售价

区间为 15.99 万-19.99 万元。奔腾 T99

是奔腾换标后的第三款车型，也是奔腾

目前所有车型中的旗舰车型。奔腾T99

内外都有型，大尺寸也能有不错的乘坐和

储物空间，2.0T发动机在性能方面也应该

会有很好的表现。而该车同样配备了奔腾

T77上备受瞩目的3D全息智控系统，从此

二次元不仅存在于家里，也可以在车里。

● 长城哈弗F7

上市时间：10月中旬

新款哈弗 F7 已于 2019 成都车展亮

相，其在设计风格方面与在售车型基本

保持一致，配置方面有所调整。哈弗F7

在设计风格上要更偏向于时尚，给人更

运动的视觉效果。新车型主要是在主动

安全性方面有明显提升，这也符合现在

的趋势。动力依然是有两种可选，普通

家用的话1.5T要更合适一些。

● 东风雷诺科雷缤

上市时间：10月下旬

东风雷诺科雷缤是海外版雷诺卡缤

的 国 产 版 本（二 者 的 英 文 名 称 均 为

CAPTUR），其外观与海外车型保持了高

度一致，其整体设计较年轻时尚。东风

雷诺目前已经有了科雷嘉和科雷傲两款

SUV，此次科雷缤的上市，SUV车型已经

覆盖了小型 SUV、紧凑型 SUV 和中型

SUV。法国品牌在设计上一直有自己的

风格，科雷缤必然也继承了这一点，个性

将会成为它的一件重要武器。

● 北京现代悦纳

上市时间：10月底

悦纳是一款主打经济实用的小型

车，虽然动力不突出，但有个好看的外

形，够用的空间，满足日常出行的代步工

作。新车外形有不小的变化，更犀利了，

这应该是为了满足年轻市场而做的改变。

● 北京现代ix25

上市时间：10月内

北京现代的这款SUV在设计上还是

很酷的，很有个性，分体式大灯，有型的

LED日间行车灯等都很吸引眼球，内饰

也是当前流行的简约风格，符合时代潮

流。动力上未来如果能有一台更强的发

动机搭配，对于提升整个车系的竞争力

会有很大帮助。

● 北京现代ENCINO

昂希诺新能源

上市时间：10月内

作为现款 ENCINO 昂希诺的纯电

动版本，新车延续了前卫的设计风格，同

时像封闭式格栅等设计元素进一步突出

了其纯电动车的身份。前大灯组采用了

当下流行的分体式设计，使得这款车型

具有很强的识别度，同时贯穿式镀铬装

饰条进一步拉宽了新车的横向视觉效

果。新车内饰基本维持了燃油版车型的

主体设计，但由于其纯电动版的特殊身

份，官方为其换装了按键式换挡机构，进

一步提升该车科技感。NEDC 续航500

公里，续航也足够。

● 五菱宏光PLUS

上市时间：10月内

五菱宏光PLUS 的整体设计完全颠

覆了五菱宏光一直以来给人的廉价感，

新车车身整体较为方正，官方形容其为

“平行矩形/简约硬朗”，但并不缺乏细节

设计。宽阔厚重的车头配合较多的直线

条，看起来比较硬朗、规矩，同时也满足

了法规安全要求。动力系统也是新车的

亮点所在。五菱宏光PLUS采用前置后

驱布局，搭载型号为LJO的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147马力，峰值扭矩245牛·米，

且满足国六排放标准。传动系统方面，

预计其将继续匹配手动变速箱。

● 宝骏RS-3

上市时间：10月内

新车定位为一款小型 SUV，级别上

比大哥 RS-5 要低，更加亲民。宝骏

RS-3 的设计风格给人感觉比 RS-5 更

加成熟，整体感觉更加运动。动力方面

设定没有太激进，两款发动机都能够应

付日常代步需求。总的来说，这款新车

应该会跟它大哥一样成为买车人茶余饭

后的谈论焦点。

● 长安凯程F70

上市时间：10月内

长安凯程F70首次正式亮相于2019

年的重庆车展，外观方面，长安凯程F70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简洁硬朗的线

条勾勒出粗犷的外形风格，多边形的前

格栅四周加入了宽厚的黑色装饰，让它

看上去更野性一些。皮卡在我国更多时

候依然是以工具车形象示人，但不得不

说，随着市场结构变化，皮卡市场也在跟

着改变，以往只注重运输能力而忽略舒

适性以及设计的皮卡，现如今在一步步

的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 东风启辰e30

上市时间：10月

东 风 启 辰 其 旗 下 纯 电 动 小 型

SUV——启辰e30补贴后预售价为7万-

8 万元。对于不想花太多钱购置一辆电

动车的消费者来说，这种补贴后10万以

下的产品就成为可能选择的对象。在价

格以及车型的前提条件下，这类小车一般

不会有太耀眼的性能，不过日常上下班两

点一线的代步也可以考虑。 本报综合

10月上市新车 SUV独领风骚
2019年转眼就过了3/4，不知道各位年初立下的小目标都完成了没有，没完成的可能要用这最后一个季度来冲刺

了。各家车企也是一样，年初的目标也到了需要重新检视的时候，第四季度再加把劲，差距大的尽量弥补，差一点的争

取完成KPI。中国车市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在这10月余下的几周，将会有15款新车陆续上市，担负起重要的责任。

滨海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