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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拟大力推动
无现金支付

新华社东京4月12日电 （记者钱铮 马曹
冉）日本经济产业省日前通过“无现金愿景”规划，
提出将现金以外支付手段比例提高至80％的目
标，旨在节省相关人力和成本。

规划提到，2015年，韩国现金以外支付手段
占比高达89％，中国为60％，美国为45％，而日
本只有18.4％。日本政府希望到2025年实现无
现金支付比例40％的目标，并最终将这一比例提
高至80％。

由于日本取现方便，刷卡消费时商铺支付的
手续费高等原因，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现金支付
习惯。据有关机构测算，日本目前每年花在现金
流通和管理方面的成本高达8万亿日元（约合
748 亿美元），减少现金支付有助于银行削减
ATM机和网点数量、降低成本，从而使零售业和
服务业节省大量人力。

美国国会召开脸书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听证会

扎克伯格：我犯了个大错！
在美国国会召开的脸书用

户数据泄露事件听证会上，连续
两天累计9个小时，近百位古板
严肃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轮番
盘问……面对这一切，33岁的
互联网头号明星马克·扎克伯格
像个“犯错的孩子”。

他说：“我们未能全面审视我
们的责任，这是个大错误！是我的
错，对不起，我创办了脸书，我运营
它，我为发生的事负责。”2017年
曾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排名第
五的脸书首席执行官说。

少年得志的扎克伯格，正在遭
遇事业发展中的“至暗时刻”。

2004年，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
的宿舍中创办了脸书网。作为“互
联网泡沫”破灭后的新一代创业者，
他提出“把世界连接起来”的愿景，
并在10年间将月活跃用户提升至
约20亿人，被誉为“盖茨第二”。

他将自己打造为“造梦者”，主张
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平等接入互联
网的机会。11日在美国众议院听证
会的“道歉发言”中，他仍不忘强调公
司代表着“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

然而扎克伯格的“理想国”此
次却展示出了黑暗的一面。上个
月，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被
曝以不正当方式获取高达8700万
脸书用户数据，用于精准推送广
告等用途，外界甚至质疑被泄露
信息可能被用来影响2016年美国
总统选举。

脸书也承认，全球20亿脸书用
户中，大多数人的个人信息可能在
用户未明确许可的情况下被收集。

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英国议
会均要求扎克伯格到场为用户数据
泄露事件作出解释，脸书股价“跌跌
不休”。

脸书用户数据泄露风波以来，扎
克伯格通过不同途径承诺今后要更
加尽责保护用户数据。然而，在10
日和11日的两场听证会上，面对议
员们的咄咄逼问，扎克伯格给出的

“不知道”、“没听说”、“不清楚”和“说
不上来”这样的回答，让外界很难感
受到扎克伯格的歉意。

“扎克伯格先生，你愿意告诉我
们昨晚你住在哪家酒店吗？”在10日

的听证会上参议员理查德·德宾开门
见山就问。

扎克伯格吭哧了两秒钟后说，
“我不愿意”。德宾说，事情就是如
此，就算以“把全世界人连接起来”
为名，“脸书收集了什么信息，给了
谁，是否征得同意，难道脸书用户不
该知晓吗？”

“是的，参议员，我认为所有人都
该控制他们的信息如何被使用。”扎

克伯格说。
而事实并非如此。据悉，脸书早

在2015年就得知这些用户的信息被
泄露，但却未告知用户。扎克伯格辩
解说，公司以为数据被删除了，认为

“事情已经结束”。
在火药味甚浓的两场听证会上，

扎克伯格作出了“有错会改”的姿
态。但10日当有参议员问到脸书是
否欢迎立法监管时，扎克伯格显得很

不情愿地说，“如果监管是正确的，我
欢迎。”但他并未具体说明什么是自
己认为“正确的监管”。

有参议员表示，仅靠社交媒体
公司自我监管是行不通的。美国应
仿效欧盟，制定类似欧盟《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的法规，对网络数据进行
严格规范。11日在众议院作证时，
扎克伯格又说脸书将按照欧盟标准
规范数据管理。

面对咄咄逼问，扎克伯格语焉不详

深陷丑闻
脸书股价“跌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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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出席美众议院听证会。 新华社发

俄罗斯与埃及时隔两年恢复直航

4月11日，搭乘一架自莫斯科起飞的俄罗斯
国际航空公司A320客机的旅客抵达埃及开罗国
际机场。此举标志着俄罗斯同埃及中断逾两年的
直航得以恢复。

2015年10月31日，一架从埃及红海旅游城
市沙姆沙伊赫飞往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的航班遭
遇炸弹袭击，坠毁在埃及西奈半岛，机上224人
全部遇难。俄罗斯方面2015年11月叫停往返埃
及的航班。 新华社发

广告

儋州市人民政府
公告

儋州吉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你公司位于儋州市那大中兴大街开发区东北侧地段

13759.93平方米(合20.64亩)的地块，土地证号：儋国用（2010）第
1121号，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儋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13
日作出无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司送
达《儋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儋州吉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3759.93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儋府〔2018〕8号，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

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直接向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儋州市人民政府
2018年4月13日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关于举办海南大学硕博毕业生专场对接会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聚全省之力办好海南大

学”和“把人才留在海南”的部署要求，推进人才强省战略的具

体实施，做好2018年度硕士、博士毕业生就业工作，满足全省

企事业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招聘需求，我局定于4月15日上

午8：30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举办2018年海南大学硕博毕业

生专场对接会，欢迎广大硕博毕业生参加。

详情请留意“海南就业服务”微信公众号。

对接会专页网址：www.zp0898.com

联系人：陈方 陈肇平

联系电话：65351699，13322030949

传 真：6531103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8年4月13日

我公司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下设公司，是一家以资本运

作为主、兼营文化类项目的有限责任公司，因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现招聘工作人员二名。具体要求如下：

一、办公室行政综合岗位

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2.经济类专业。

3.品行端正，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工作细致，责任心强，

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主动，吃苦耐劳，有团队协

作精神。

4.有较强的写作能力；有金融、财务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资本运作、股权投资工作岗位

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男性。

2.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财务管理或相关专业，对证

券市场有较深入了解。

3.品行端正，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工作细致，责任心

强，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主动，吃苦耐劳，有

团队协作精神。

4.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意者，请自今日起至4月30日止，将个人简历（包括

近期照片、学历学位证书、工作经验、获奖证书、工作待遇、

住址、联系方式等等）发至我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11楼

1105室，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公司收（封面注明应聘二

字）。邮编：570216。

QQ信箱：2236912116@qq .com

我公司将在5月初进行笔试及面试。

海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9日

招 聘 启 事

“这是个大错误，是我的错。”美
国脸书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11
日在美国国会就用户数据泄露丑闻
听证时说。事实上，从创业到脸书发
展的10多年中，扎克伯格的道歉并不
鲜见。每当问题比较严重，扎克伯格
就会发布道歉信，承诺升级网站的设
置工具，但如何保护用户数据隐私一
直未得到妥善解决。

——2003年，“事已至此不是我
的本意”

脸书前身Facemash网站不经他人
授权在哈佛大学内部网络上收集学生
照片，让网站用户为照片的“热辣程
度”评分。网站开发者、年轻的扎克伯

格不久发布道歉信说，因为自己的疏
忽，没想到网站传播得如此之快，他对
此造成的伤害深表歉意，“终于明白自
己的本意被曲解可能造成的后果”。

——2006年，“我们真的把这个
搞砸了”

2004年，扎克伯格等人联合创建
脸书公司。两年后，脸书推出了“动态
推送”（NewsFeed）功能。用户突然发
现自己搜索的各种信息都被显示在个
人页面，也没有任何设置可以关闭这
一功能。扎克伯格在脸书官方博客中
道歉说：“在解释新功能这件事上，我
们做得很糟；在让你们如何控制这些
新功能的问题上，我们做得更糟。”

——2007年，“这次我们做得不
好，我为此道歉”

这一年，脸书推出了公司首个个

性化广告系统 Beacon。这一功能让
用户的购物历史记录处于公开状态；
脸书还使用了第三方数据，如用户在
某票务应用上购买过音乐会门票，相
关广告就会出现在用户的脸书页面
上。约 5 万名脸书用户发起了名为

“脸书，停止侵犯我的隐私”网络请愿
活动。扎克伯格在官方博客中道歉
说：“在收到用户反馈后，我们没有很
快作出反应。”

——2009年，“我们增加的是你
们想要的”

2008年，扎克伯格在脸书官方博
客上发表的4篇博文，全都是就隐私
保 护 问 题 在 向 用 户 解 释 或 道 歉 。
2009年，脸书推出了新的隐私保护工
具。然而不少人反映新功能的使用
晦涩难懂，甚至导致更多个人信息处

于公开状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就此开始对脸书进行调查。

——2010年，“我们确实忽略了
这一点”

这一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
说，脸书网站漏洞可能让用户的真实
姓名等私人信息被窃取。之后脸书迅
速修补了漏洞，并宣布将重新设计网
站的隐私设置方式。扎克伯格在《华
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有时，我们前
进的速度太快。”

——接下来的 2011 年、2013
年，到2018年的“剑桥分析”公司数
据泄露丑闻

扎克伯格仍在继续道歉，从“我
第一个承认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到
多次许诺尽快让脸书的隐私保护功
能更加简单好用。

美国科技月刊《连线》杂志评论说，
“扎克伯格从未真正理解何为隐私，他
认为人们最终会习惯与每个人分享自
己的一切，他的商业模式也基于此。”

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新技术社会
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泽伊内普·蒂费克
奇表示，扎克伯格多年道歉仍没能解
决问题还是源于公司的盈利动机和商
业模式。此轮丑闻曝光伊始，她在推
特上嘲讽说：“扎克伯格保证在‘未来
数周’对个人隐私数据有更好监管，这
个‘未来数周’已经过了8年了。”

蒂费克奇认为，此次个人信息泄露
丑闻只是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议员质
问、扎克伯格道歉更多是情绪的宣泄，最
需要的是完善立法来保护人们的数据
隐私，保护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环境。

（新华社华盛顿4月12日电）

扎克伯格与脸书的 道歉之路

“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参议
员奥林·哈奇问。

“我们推送广告。”扎克伯格说。
在国会作证的扎克伯格承认自

己“轻信”，但否认“共谋”。他的陈述
暗示，“大坏蛋”是剑桥分析公司，脸
书多多少少还算个“受害者”。

根据扎克伯格的证言推断，在一
个技术乌托邦世界中，个人信息安全

只能仰仗拥有巨大权力的公司“不作
恶”且“不渎职”。

事实上，从新技术带来的商业模
式到隐私泄露、数据滥用之间并非泾
渭分明，其间存有巨大的灰色地带。
有专家认为，脸书的赚钱方式天然包
含了某种程度的道德风险。

举个例子，通过对用户地点、活
动和爱好的大数据分析，某航空公司

或可在“推广菜单”中选择，向曾点赞
中国风景图片、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波
士顿年轻中产阶级推送下个月上海
往返波士顿的打折机票。“广告”实际
上成了“窄告”，你的自由选择被一只
看不见的“数据和算法之手”在操纵。

这桩数据泄露丑闻能否成为个
人信息安全的转折点，扎克伯格又愿
意从中汲取多少教训，目前尚难做出

定论，但显而易见，脸书的赚钱方式
料将不会发生改变。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德蒙鸠
依日前刊文指出，脸书用户数据泄露
丑闻是大规模集体隐私被侵犯的案
例，且“不会是最后一例”。有分析人
士指出，这可能促使美国立法，加强
对网络社交媒体和数据安全的监
管。 （新华社华盛顿4月12日电）

商业模式到隐私泄露、数据滥用之间存在灰色地带C

天下人物

美药管局首次批准
人工智能医疗设备上市

新华社华盛顿4月12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1日首次批准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的医疗设备上市销售，这是一种可用于筛查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软件程序，无需临床医生
分析就能给出诊断结果。

美药管局发布的公告说，这种软件名为
“IDx－DR”，它利用了人工智能算法，可对“拓普
康NW400”相机拍摄的视网膜图像进行分析。

医生在对受检测者的视网膜拍照后，将图像
上传到装有该软件的云服务器上，如图像质量合
格，软件会自动分析并给出结果，一种是“检出轻
度以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请咨询眼科医生”，
另外一种是“未检出轻度以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请在未来12个月中重新检测”。

美药管局说，IDx－DR是美国首款获批的无
需临床医生分析即可给出结果的医疗设备。

2018年全球最美
十大机场揭晓

英国私人包机预订服务商“私人飞行”近日评
出2018年最美十大机场。爱尔兰多尼戈尔机场
拔得头筹，成为新一届“全球最美机场”。投票者
说，飞到这个小机场上空时，可以看到碧蓝的大西
洋、金色的沙滩、美丽的埃里格尔山，美不胜收。

上榜的最美机场还有英国苏格兰巴拉机场、
法国尼斯机场、新西兰昆斯敦机场、加勒比海萨巴
岛机场、美国奥兰多墨尔本国际机场、加拿大多伦
多岛机场、英国伦敦城市机场、加勒比海圣马丁岛
机场和美国迈阿密机场。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