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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7日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斯建交
60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
变幻的考验，保持健康发展势头。我
高度重视中斯关系发展，赞赏斯里兰

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你
携手努力，巩固政治互信，扩大互利合
作，深化民间友好，推动中斯真诚互
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焕
发新的生机活力。

西里塞纳在贺电中表示，斯中友
好源远流长。建交60年来，两国关
系持续健康发展，并提升为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斯方坚定致力于加强同
中国的关系，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开辟斯
中合作的新时代。祝斯中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和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
辛哈7日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

交60周年。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斯自

1957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契机，不断拓展各领域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两国关系发展前
景广阔。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
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斯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新成就。
维克勒马辛哈在贺电中说，斯中

友谊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绵延数百
年。“一带一路”倡议使斯中友好进一
步加强，并为两国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提供了机遇。斯方愿同中方共同努
力，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拓展合作领
域，造福两国人民。

庆祝中斯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互致贺电
李克强和斯里兰卡总理互致贺电

为了咱们的网络安全

国家放过
哪些大招？

网络空间正全面改变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但安全问题不容
忽视。除了正在征求意见的“网
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外，
我国近年来出台不少法律法规和
文件，放出大招，打造安全稳定的
网络空间。

国家安全法
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2015年7月通过的国家安全
法明确规定：国家建设网络与信
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
息安全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信
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
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
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
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
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
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
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
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

网络安全法
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2016年11月通过的网络安全
法是我国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明确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打击网
络诈骗。该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
施行。

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网
络安全法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
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
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
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
其收集的个人信息；任何个人和
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
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保障网络空间安全的“防火墙”

2016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国家网络空间安
全战略》。这一指导国家网络安
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将为保障
我国网络空间安全铸造一道“防
火墙”。

战略提出，健全网络安全法
律法规体系；加快对现行法律的
修订和解释，使之适用于网络空
间；加快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
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
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网络治理
体系；鼓励社会组织等参与网络
治理；鼓励网民举报网络违法行
为和不良信息。

记者 施雨岑 李亚红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
李亚红 施雨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近日公布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
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国
家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成立首个
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负责审议网络
安全审查的重要政策，统一组织网络

安全审查工作等。
征求意见稿提出，关系国家安全

和公共利益的信息系统使用的重要
网络产品和服务，应当经过网络安全
审查。

网络安全审查不同于当前的网络
安全认证和检测，重点审查网络产品

和服务的安全性、可控性，主要包括：
产品和服务被非法控制、干扰和中断
运行的风险；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利用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收
集、存储、处理、利用用户相关信息的
风险；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利用用户对
产品和服务的依赖，实施不正当竞争

或损害用户利益的风险等。国家网信
办表示，网络安全审查是对重要网络
产品和服务采取的事中、事后监管。

征求意见稿提出，党政部门及重
点行业优先采购通过审查的网络产
品和服务，不得采购审查未通过的网
络产品和服务。对此，中国信息安全

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说，此规定的意
思是，如果某个网络产品和服务在接
受安全审查后没通过审查，被列入

“黑名单”，那么不能采购这个产品和
服务，但并不是说党政部门及重点行
业采购的所有网络产品和服务都要
进行审查。

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公布

我国拟成立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

新闻链接

“网络安检”6大焦点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我国将成立网络安全审查委员

会，统一组织网络安全审查工作等。“网络安检”有哪些须知项？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网信办和网络安全领域专家。

【意见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会同有关部门成立网络安全审查
委员会，负责审议网络安全审查的重
要政策，协调网络安全审查相关重要
问题。

【解读】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中国借鉴国外做法，建立网络
安全审查制度。网络安全审查委员

会聘请相关专家组成网络安全审查
专家委员会，对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
全风险及其提供者的安全可信状况
进行综合评估。网络安全审查不是
行政审批，是对重要网络产品和服务
采取的事中、事后监管，坚持实验室
检测、现场检查、在线监测、背景调查
相结合的原则。

■焦点一：谁来审查，是什么性质的审查？

【意见稿】关系国家安全和公
共利益的信息系统使用的重要网
络产品和服务，应当经过网络安全
审查。

【解读】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并非所有网络产品和服务都
需要审查，是有条件的。而且，重点

审查的是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
性、可控性。判定是否影响国家安
全和公共利益，主要看产品和服务
使用后，是否会危害国家政权和主
权安全，是否会危害广大人民群众
利益，是否会影响国家经济可持续
发展及国家其他重大利益。

■焦点二 哪些产品和服务需审查？

【意见稿】党政部门及重点行业
优先采购通过审查的网络产品和服
务，不得采购审查未通过的网络产品
和服务。

【解读】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
院长左晓栋说，这个规定的意思是，

如果某个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会影
响国家安全，在进行安全审查后没能
通过审查，被列入“黑名单”后不能采
购，并不是说党政部门及重点行业采
购的所有网络产品和服务都要进行
审查。

■焦点三 党政部门所用产品都要审查？

【意见稿】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
者采购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影响
国家安全的，应当经过网络安全审查。

【解读】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实施是企
业证明产品安全性，提高用户对产品
信心的机会。网络安全审查不但不

会对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造成障
碍，反而会因审查制度的实施提高用
户对产品安全性的信心，促进企业产
品市场的扩大。网络安全审查将对
国内外企业和产品平等对待，不针对
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不会
限制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焦点四 是在搞贸易保护壁垒吗？

【意见稿】重点审查网络产品和
服务的安全性、可控性，主要包括：产
品和服务被非法控制、干扰和中断运
行的风险；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利用提
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收集、
存储、处理、利用用户相关信息的风
险；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利用用户对产
品和服务的依赖，实施不正当竞争或
损害用户利益的风险等。

【解读】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重点审查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

全性、可控性，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
得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
非法获取用户的信息，不能损害用户
对自己信息的自主权、支配权；不得非
法控制、操纵用户的系统或设备，用户
自己的系统要用户自己控制；不得利
用广大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搞不
正当竞争，谋取不正当利益，比如停止
必要的安全服务、搞垄断经营等。目
的是维护用户信息安全，维护国家安
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焦点五 网络安全审查和网民有什么关系？

【意见稿】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
求、全国性行业协会建议、市场反映
和企业申请等，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组织第三方机构、专家对网络产品和
服务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解读】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要求、全国性行业协会建
议、市场反映和企业申请启动网络安
全审查。同时，金融、电信、能源等重
点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网络安全

审查工作要求，组织开展本行业、本
领域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工作。

左晓栋解释，比如某网络产品和
服务，全国性行业协会经过研究认为
这款产品和服务存在巨大网络安全
漏洞，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就可以向
审查委员会反映这个问题，审查委员
会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就可以对
该产品和服务在特定领域使用时进
行安全审查。 记者李亚红 施雨岑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焦点六 审查如何才会启动？

今日关注

新华社发

生态保护红线

不仅要划到版图上
更要划在每个人心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月7日公
布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
见》。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的底线与生命线，不仅要划到版图上，更要划
在每个人心里。

红线
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就是要明确生态空间
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
格保护的区域，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
线和生命线。

当前，我国各级各类生态保护区域类型多，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饮用水源地等保护地数量达10000
多处，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说，尽管进行了这么大
规模的保护，但近年来我国生态空间仍不断遭
受挤占，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国家和区域生态安
全形势严峻。同时，保护地存在空间界线不清，
交叉重叠，管理效率低等问题，亟需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实施严格监督和管理，实现一条红线管
控所有重要生态空间。

环保部负责人表示，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
特有的概念，是结合我国生态保护实践，根据需
要提出的创新性举措。“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能
够使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边界更为清晰，
明确哪里该保护，哪里能开发，对于落实一系列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他说。

红线
管控所有重要生态空间的实线

一条生态保护红线，要能够管控所有重要
生态空间。这条线应该怎么划？哪些区域要进
入红线？

开展科学评估，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基
础性工作。意见提出，各省区市形成生态保护
红线，环保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进行技术
审核并提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由各省区市
政府发布实施。在此基础上，进行衔接汇总，才
能形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并将向社会公布。

鉴于海洋国土空间的特殊性，意见特别强
调，由国家海洋局根据意见组织划定并审核海
洋国土空间的生态保护红线。

环保部负责人说，从空间范围看，生态保护
红线应至少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明确的禁
止开发区域，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以及国家
公园、湿地公园、饮用水源地等，这些区域都是
法律法规具有明确保护和管理要求的；此外，各
地认为有必要严格保护，事关生态安全格局的
重要区域，也应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如生态廊
道、极小种群栖息地等。

红线
必须严防死守的高压线

划定红线是基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才是
关键。

意见提出，实行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
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控制开发，对一些地方来说可能意味着项
目流失，需要地方政府“痛下决心”。

记者看到，为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意见提
出10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
性约束，形成了一整套管控和激励措施。

意见提出，建设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
监测网络体系，及时获取监测数据；建立国家监
管平台，提高管理决策科学化水平，及时核查和
处理违法行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生态监管由被
动应对向主动发现、及时处理转变。

意见提出，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对生态保护
红线保护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并
提出根据需要设置生态保护红线管护岗位，提
高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

为抓住领导干部这“关键少数”，意见强调
要严格责任追究，尤其是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
源严重破坏的，要实行终身追责，责任人不论是
否已调离、提拔或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

专家表示，生态保护红线，不仅要划在我们
的生态空间，更要划进大家的头脑中，才能切实
推动我们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保住我国的生
态安全底线和生命线。

记者高敬 郭强（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