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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
到9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
计完成767.7亿件，同比增长36.7%，
快递已成为多数人生活的新“开门七
件事”之一。

2018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快递
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应当建立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
理制度，妥善保管用户信息等电子数
据，定期销毁快递运单，采取有效技
术手段保证用户信息安全。

不少行业专家表示，对于快递企
业来说，不能仅考虑配送效率，也应
进一步提高隐私面单使用比例，提升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除推广隐私面单提升配送末端

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外，快递企业也应
加强内部信息安全管理。“应该说，快
递企业对用户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升，数据库安全是其中的重中之
重。另外，针对内外勾结买卖快递用
户信息的行为，各地法院这几年判了
一批案子，对违法行为也有震慑作
用。”中国快递协会原副秘书长、国邮
智库专家邵钟林说。

圆通速递在企业责任报告中表示，
从2020年9月起，企业逐步完善信息安
全体系化建设，加强对人员的监督管

理。同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涉及用户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

顺丰一位快递员对记者说，其在
使用终端设备解密快递信息后，相关
解密记录会在系统内留痕。快递员
是否严格按照公司规章流程操作，也
会有记录和核查。

“尽管各方都在加强个人信息保
护，但不排除还是有人铤而走险，这
就需要从法律层面加大处罚力度。”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会长
徐勇说。

（新华社上海10月28日电 记者
何欣荣 杨有宗）

为保护用户隐私而诞生 却没有大范围使用

快递隐私面单推广难，症结在哪？

“双11”已开始预热，不少
人的快递包裹正飞奔在路上。
和收到包裹时的喜悦相比，由
快递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是不
少人的隐忧。近期，印有姓名、
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的快递
面单被人在网上明码标价批量
售卖，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此前为保
护用户隐私而诞生的隐私面单
并没有大范围使用。这一方面
是由于部分消费者在寄送快递
时没有意识勾选或使用不便，
另一方面，使用隐私面单也给
快递员增加了额外工作量。业
内专家表示，除了隐私面单，快
递企业还需要持续加强内部信
息安全管理，多管齐下才能保
护好快递用户个人信息。

在上海市永嘉路一居民小区，门
口设有一个快递货架。快递员在与
收件人取得联系后将快递放置在快
递货架上。收件人回家时，顺便领取
自己的快递。

近日，记者看到，该货架及附近
地面上共有17件快递，涉及申通、中
通、圆通、韵达、顺丰、京东等多家快

递公司。在17件快递中，只有顺丰
和京东的3件快递面单上，隐去了收
件人的部分姓名和电话号码中间4
位等信息。其余14件快递，快递面
单上收件人的详细地址、个人姓名及
电话等信息都在“裸奔”。

距离上述小区不远的一处商业
办公空间，也设置有单独的快递货

架。粗略统计，该货架上的快递包
裹，隐私面单使用比例不足三成。

为了保护快递上的个人隐私，收
件人各显神通。白领熊小姐对记者
说，平时会网购一些零食到工作单
位，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她在收件人
信息栏填写的并非真实姓名，而是随
便起了一个“熊美丽”。

北京市民赵博说，最常用的做法
是在收到包裹后，将个人信息栏涂抹
或将快递面单剪碎。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快递涂码笔、
热敏纸涂改液之类的商品比比皆是。

“因为快递配送环节太多，我在收到快
递后才涂抹剪碎，可能起不了太大作
用，只是为求一个心理安慰吧。”赵博说。

普及率不高：17件快递14件没用隐私面单

隐私面单并不新鲜。早在2017
年，部分快递企业和快递平台就尝试
推出隐私面单，有的隐私面单将收件
人手机号码中间四位以星号代替，有
的隐私面单则不仅不显示手机号码，
还隐去了具体地址。快递员在配送
时，需使用专门的终端设备扫描包裹
条形码，才能读取相关收件人姓名及

电话等信息。
但是，在推广使用过

程中，隐私面单却遇到
了几大难题。

——用户容易
漏选。合肥市

民张璇对记者说，自己在电商平台
购物时，想选择使用隐私面单，不在
快递包裹上透露个人信息，但始终
找不到选项。“尽管有的电商平台会
默认以星号代替手机号码中间四
位，但我觉得地址信息同样关键，应
该保护好。”

有的快递企业在个人寄送快递
时，隐去个人信息并非默认选项，而
是增值选项。记者登录中通快递微
信小程序，选择寄送快递，在其增值
服务中，需点击安全号码选项后才可
以使用安全号码而非本人实际手机
号码。

——渠道不一，标准不一。在部
分快递企业，不同寄送渠道对于隐私
面单使用标准也不同。顺丰客服人
员表示，用户可以登录“顺丰速运+”
微信小程序，选择隐址寄件服务即可
隐去寄件人及收件人个人信息。但
在顺丰速运App寄快递页面，却无
法找到隐址寄件服务选项。

还有快递网点负责人表示，使
用隐私面单，需网点配备专门的打
印设备，如果寄件人寄送快递的网
点没有配备专业设备，也无法选择使
用隐私面单。

——影响快递小哥配送效率。

中通快递一家网点负责人迟先生对
记者说，使用隐私面单后，需快递员
扫码才能读取包裹的具体信息，这会
影响快递员的配送效率。“快递员无
法一目了然，比如快递员扫码看到一
个12楼包裹，送完后又扫出一个8楼
的包裹，当他到8楼派送后又扫出一
个12楼的，这时快递员就需要从8楼
再折返回12楼。”

快递员余开尧对记者说，近期迎
来“双11”业务高峰期，他每天派送单
量在400件左右。“如果全用隐私面
单，每个包裹都拿出来扫一遍，每天
估计会少送50件左右。”

推广遇难题：用户易漏选 小哥嫌麻烦

新华社兰州10月28日电 （记
者梁军 张睿）截至27日24时，新近
发生的疫情已导致甘肃确诊病例63
例。这次疫情有何特点？防控难点
有哪些？对于甘肃疫情防控形势怎
么看？针对当前公众关注的焦点，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甘肃工作
组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学首席专家董小平接受了新华社记

者采访。
问：疫情发展有哪些特点？
答：甘肃出现的疫情主要依托于

旅游交通工具或聚餐等方式传播，由
新冠病毒的德尔塔变异株引起，呈现
三个特点：一是传播速度快；二是病
例以旅行团游客为主，老年病例多，
不少人有基础病，临床症状较重；三
是疫苗对德尔塔毒株的预防作用仍

然存在。从显性感染看，疫苗对于降
低感染率、住院率、重症率、危重率和
死亡率依然有效。

问：疫情的防控难点是什么？
答：管控能否跑在病毒传播的

前面，这是最难的。这就需要政府
部门做好三点工作：一是在追踪到
病人以后，要对其进行迅速检查确
诊，同时考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迅

速准确地找到密接者和次密接者，
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健康管控；二是
各部门要无缝对接、紧密配合；三是
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全民积极配合
疫情防控。这样才能在较短时间内
控制住疫情。

问：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怎么
看？

答：全民核酸筛查不仅是为了

发现病原，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征。
甘肃在前几轮核酸检测中筛查出
的阳性感染者没有超过两位数，说
明当地仍处于疫情防控的窗口
期。这个时候加强干预比较有
效。但是所有的疫情都会存在一
定变数，疫情能否及时得到有效控
制，仍有赖于管控措施是不是跟得
上、做得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

当前疫情仍需严防严控

内蒙古新增
15例本土确诊病例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8日电
（记者魏婧宇 王春燕）记者从28日
下午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28
日0时至15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
无新增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5例（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1
例，阿拉善盟额济纳旗14例）。

截至28日15时，内蒙古自治区
现有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
例、疑似病例 1例；本土确诊病例
132例（呼和浩特市土左旗2例、新
城区1例，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
17例，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1例，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110例、阿拉善
左旗1例）、疑似病例1例（在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所有病例均在定点
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
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
防疫情扩散蔓延。

扎紧快递信息安全“篱笆”还需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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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首批滞留游客乘旅游专列返程。列车21
时52分从额济纳站发车，预计于29日到达郑
州。本次第一批返程游客共有586人，其中
百分之八十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据额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统

计，截至25日15时，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
有9412人。主要客源地为四川省、安徽省、江
苏省、上海市、甘肃省、广东省等地。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制定乘坐大巴
车旅行团、散客和自驾游滞留游客的转运方
案，近几天滞留游客将陆续离开额济纳旗。

上图：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中）返程前
签字登记信息。

左图：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在大巴车上
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 摄

额济纳旗首批滞留游客乘专列返程

新华社发

工信部启动新能源汽车
换电模式应用试点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张辛欣）记
者28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纳
入此次试点范围的城市共有11个，包括北京、南
京、武汉等8个综合应用类城市，宜宾、唐山、包头
3个重卡特色类城市。

工信部提出，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切实加强换
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安全管
理制度，加强安全监管，切实保障换电站、换电车
辆运行安全，强化政策落实、模式探索、创新支持，
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全国收费公路里程近18万公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叶昊鸣）

记者28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至2020年末，
全国收费公路里程达到17.92万公里，较2019年
末净增8149公里，增长4.8%。

近日，各地陆续发布本行政区域2020年收费
公路统计公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介
绍，2020年，高速公路里程净增10079公里，一级
公路净减少1214公里，二级公路净减少760公
里，独立桥梁及隧道净增44公里。“随着高速公路
里程持续增加和一级、二级收费公路逐步减少，收
费公路里程结构进一步优化，高速公路里程占比
由83.5%提高至85.3%。”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张骁 罗
鑫）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随着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地
的国家体育场“鸟巢”改造工程28日正式完工，北
京市冬奥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全面收官。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表示，自
2017年3月31日北京市下达冬奥工程建设“开工
令”以来，数万名冬奥建设者按照“一刻也不能停、
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要求全情投入工
作。目前，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北京冬奥会北京
赛区和延庆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16个非竞赛场
馆全部交付北京冬奥组委，31项配套基础设施全
部投入使用。

北京市冬奥场馆和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收官

10月28日拍摄的国家速滑馆夜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