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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用戶平台國外上市須申報
中國13部門聯合修訂發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下月15日施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13部門近日聯合修訂發布《網絡安全審查

辦法》（下稱《辦法》），自今年2月15日起施行。《辦法》將網絡平台運

營者開展數據處理活動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等情形納入網絡安全審

查，並明確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網絡平台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

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根據審查實際需要，增加證監會

作為網絡安全審查工作機制成員單位，同時完善了國家安全風險評估因素等

內容。

貴州省畢節市金海湖新區市第一人民
醫院分院培訓基地在建項目工地3日發
生山體滑坡。截至1月4日12時，事件
已至14人死亡，3人因傷送醫搶救。應
急管理部已派員趕赴現場指導救援處
置。 ●中新社
中國積極構建更加智慧化的野生大熊

貓監測系統，幫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其
生活狀況，全方位保護這一珍貴物種。
監測系統中的「熊臉」識別技術已記錄
並回傳大熊貓等珍稀動物影像200餘
次。 ●新華社
2021年，北京市大氣環境中細顆粒

物(PM2.5)年均濃度降至33微克/立方
米，PM2.5和臭氧同步達標，至此，北
京市空氣質量首次全面達標，大氣污染
治理取得里程碑式突破。 ●中新社

新聞 速遞

大灣區之聲熱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4日宣布，香港特區政府將
於 2 月 24 日擴大「疫苗氣
泡」，範圍不會只局限於食
肆、酒吧、卡拉OK等表列處
所，亦會包括文康設施，例如
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學校
等，但具體範圍要再商討及釐
定。
她說，暫時無計劃將「疫苗

氣泡」延伸至私人工作間或商
場，但往後不排除會推展。
當日，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

前見記者時表示，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早前已表示將會
擴大「疫苗氣泡」要求，即若
要進入處所或參加活動要預先
接種新冠疫苗。自從公布有關
消息後，增加了市民接種疫
苗；目前已接種第一針比率佔
72.9%，而1月3日有1.8萬人
接種第一針，創了近月新高。
她表示，現階段香港疫情仍

然受到控制，特區政府不會考
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更不會
停止學校面授課堂。她指出，
停課對於學生影響甚大，特區
政府會謹慎對待，不會隨意停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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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安

全部、財政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
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保密局、國家密碼
管理局等13個部門近日聯合修訂發布《網絡安
全審查辦法》。

落實法律法規要求
中國網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網絡安全審查
是網絡安全領域的重要法律制度，原《辦法》
自2020年6月1日施行以來，對於保障關鍵信
息基礎設施供應鏈安全，維護國家安全發揮了
重要作用。為落實《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
要求，該辦公室聯合相關部門修訂了《辦
法》。

運營者上市前須申報
根據《數據安全法》，數據處理活動包括數
據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
公開等活動。《辦法》重點聚焦的是網絡平台
運營者開展上述數據處理活動，影響或者可能
影響國家安全的情形。

列七項國安風險因素
網絡平台運營者應當在向國外證券監管機構
提出上市申請之前，申報網絡安全審查。網絡
安全審查辦公室設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具體工作委託中國網絡安全審查技術與認證中
心承擔。中國網絡安全審查技術與認證中心在
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的指導下，承擔接收申報
材料、對申報材料進行形式審查等任務。中國

網絡安全審查技術與認證中心設立網絡安全審
查諮詢窗口。
《辦法》重點評估相關對象或者情形的以下
國家安全風險因素：一、產品和服務使用後帶
來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擾
或者破壞的風險；二、產品和服務供應中斷對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業務連續性的危害；三、產
品和服務的安全性、開放性、透明性、來源的
多樣性，供應渠道的可靠性以及因為政治、外
交、貿易等因素導致供應中斷的風險；四、產
品和服務提供者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部
門規章情況；五、核心數據、重要數據或者大
量個人信息被竊取、洩露、毀損以及非法利
用、非法出境的風險；六、上市存在關鍵信息
基礎設施、核心數據、重要數據或者大量個人
信息被外國政府影響、控制、惡意利用的風
險，以及網絡信息安全風險；七、其他可能危
害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網絡安全和數據安
全的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日，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四部門發布《互聯網信息
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規定》明確了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的信息服
務規範，要求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不得利用算
法實施影響網絡輿論、規避監督管理以及壟斷
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有關規定將於3月1日起
實施。
《規定》明確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不得利用
算法虛假註冊賬號、非法交易賬號、操縱用戶
賬號或虛假點讚、評論和轉發；亦不得利用算
法屏蔽信息、過度推薦、操縱榜單或檢索結果
排序、控制熱搜或精選等干預信息呈現。

《規定》明確相關服務提供者不得利用算
法，對其他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進行不合理
限制或妨礙、破壞其合法提供的互聯網信息服
務正常運行，實施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

禁止「殺熟」行為
《規定》要求，不得利用算法推薦服務誘導未成
年人沉迷網絡，應當便利老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
薦服務，應當建立完善平台訂單分配、報酬構成
及支付、工作時間、獎懲等相關算法，以及不得
根據消費者的偏好、交易習慣等特徵利用算法在
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施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編者按︰即是所謂的「殺熟」行為）等。

網信辦：不得用演算法影響網絡輿論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將於2月24
日落實一系列措施，擴大「疫苗氣泡」
要求。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茅建興杭州報道）過去兩
年來，新冠的爆發讓全人類措手不及，截至今
天，新冠病毒仍然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區肆虐。西
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郭天南實驗室和合作團隊在
最近一期出版的《細胞報告》（Cell Reports）
發表了題為《尿液蛋白質組和代謝組分析發現新
冠患者異常的免疫反應》（Proteomic and metab-
olomic profiling of urine uncovers immune re-
sponse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的研究論
文。該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病人的尿液作為一種
完全無創的生物樣本，從尿液中獲取的生物分
子可以靈敏地反映機體的病理狀態。

這項研究從尿液中篩選出20個蛋白質標誌物
並建立模型，成功從蛋白質組水平上實現了對
新冠輕重症患者的診斷。該研究同時針對性地
提出了新冠患者存在潛在腎損傷的問題。
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郭天南表示，尿
液主要來源於外周循環，相比血清、組織等樣
本，無需專業採集手段即可獲得，完全可以滿足
日常實時健康監測的要求。利用尿液中的生物分
子對人體健康狀態進行監測，對於未來精準醫
學、精準抗疫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和現實意義。

48小時出檢測結果有望縮至幾小時
郭天南表示，目前該檢測方法還在進一步研究
階段，目前對尿液樣品的檢測可以在48小時以內
出結果。未來如果能夠得以在臨床應用，方法還
可以進一步優化，有望在幾個小時內出結果，成
本也可以很親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近日北京大學「全
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出爐，結果顯
示，2021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總體平
穩。從總體落實率來看，2021年與疫情前的
2019年相差不大。
2021年畢業生的去向結構與2019年也基本相
似，已確定單位、升學、出國出境、自主創
業、自由職業、其他靈活就業的比例都沒有大
幅度的變化。其中單位就業比例為32.1%，比

2019年降低了5.3個百分點。
高等教育人才「蓄水池」的作用顯着，升學
比例為29.3%，比2019年提高了4個百分點。
自由職業比例略有增加(上升0.8個百分點)，自
主創業的比例基本一樣，出國出境和其他靈活
就業的比例比2019年都略有下降。

慢緩懶就業觀略增
數據也顯示，2021年「慢就業」、「緩就

業」、「懶就業」的就業觀念略有增加，有
7.9%的畢業生選擇了「不就業擬升學」或「其
他暫不就業」，比2019年提高了1.8個百分
點。如果這些畢業生選擇積極就業，那麼總體
落實率還會進一步地提高。

簽三方就業佔比升
另外，清華大學學生職業發展指導中心公布
了《清華大學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
數據顯示，2021年畢業生出國比例繼續大幅下
降，獲得編制成為新選擇。清華大學2021屆畢
業生出國（境）深造比例為6.9%，較去年的
9.6%有所下降，大幅低於疫情和特朗普留學生
禁令前的15.3%，國內深造比例為28.5%，較去
年的33.8%也有所下降，簽三方就業比例和靈
活就業比例則由40.2%和14.2%變為49.3%和
13.6%。
顯然，簽三方就業成為國內頂尖人才的新選
擇。而在簽三方就業畢業生中，去往民營企業
的佔26.8%；國有企業佔23.8%；高等院校、科
研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佔比為30.3%；黨政機
關佔比為15.8%。後三者合計佔69.9%，較去年
的64.9%又有所上升。

新當選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
法會全部90名議員3日上午在莊嚴的
國徽下鄭重宣誓，表示擁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
是香港特區成立以來，立法會議員首
次在國徽下，面對國旗和區旗宣誓，
並由行政長官進行監誓。一系列前所
未有的新氣象新面貌廣受社會各界好
評，標誌着「愛國者治港」翻開了嶄
新的篇章。
國徽莊嚴，誓言錚錚。立法會議員
在國徽下宣誓，體現了「一國兩制」
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是
「愛國者治港」原則在立法機關得以
推進落實的寫照。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
項修訂）條例》進行監誓，標誌着香
港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
進一步確立和完善，體現了基本法確
立的行政主導體制的應有之義，展現
了特區政府堅持依法施政，着力改善
行政與立法關係，堅定維護市民利益
福祉，積極推動經濟社會更好發展的
堅強決心。
使命光榮，責任重大。立法會作為
立法機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體
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香港正處
於邁向良政善治的關鍵時期，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任務十分繁重，長時間積
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解決，外
部環境的快速變化和競爭加劇需要應
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機遇需
要牢牢把握。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議員依法宣誓就
職後，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發言
人第一時間發表談話表示祝賀，提出希
望，充分展現了中央對香港一如既往的
堅定支持。我們堅信，在中央的大力支
持下，在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的護
佑下，在行政長官的帶領下，新一屆立
法會議員定能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
同努力，合力解決突出的經濟民生問
題，積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開創香港
更加美好的未來。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四部門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要求不得利用算
法推薦服務誘導未成年人沉迷網絡。圖為電競比賽吸引觀眾。 資料圖片

●中國13部門近日聯合修訂發布《網絡安全審
查辦法》，自今年2月15日起施行。圖為國家
網絡安全宣傳周網絡安全博覽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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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畢業生出國打工比例大降

尿液可診斷新冠輕重症

●●郭天南郭天南（（右右））在西湖大學蛋白質大數據實在西湖大學蛋白質大數據實
驗室進行蛋白質譜分析驗室進行蛋白質譜分析。。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郭天南實驗室合作團隊。 受訪者供圖

●清華大學2021屆畢業生出國（境）深造比例為
6.9%，較去年的9.6%有所下降。 網上圖片

●2021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總體平穩圖
為去年福州高校畢業生招聘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