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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以来，福建厦门连续
发生 7 起老年人被骗警情，单
笔被骗最高金额达 13 万元。
诈骗分子冒充公检法办案人
员，以受害者涉嫌洗钱、身份
被冒用等为由，骗老人到银行
转账汇款至安全账户。

厦门市公安局反诈骗中
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诈骗人员
通过收集老人信息，对老人的
姓名、电话甚至家庭情况掌握
得一清二楚，精心设计骗局。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副支队长吴世勇说，非法获
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已形成
黑色产业链。一方面，大数据
营销方兴未艾，各类广告公
司、大数据运营商、保险公司、
中介公司等机构对于公民个
人信息存在庞大需求；另一方
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为
电信网络诈骗、金融诈骗、敲
诈勒索等提供了作案便利，这
是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
绝的重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在公安机关
严厉打击下，网站、论坛、QQ群
公开叫卖、求购公民个人信息
大幅减少，现在更多表现为买
卖方单线联系、熟人介绍，在小

规模的同业 QQ 群、微信群用
隐晦的关键词交流买卖信息。

据深圳警方抓获的犯罪
嫌疑人谢某交代，他从网上搜
索到售卖信息资源的 QQ 号，
联系上后，对方提出要求，购
买 7 万多条信息资源需先付
600 元定金，资源到手后再付
款 700 元。“付款完成后，对方
就把我删除了。”谢某说。

更令人吃惊的是，根据买
方的需求，在互联网上能精准
买到相应的个人信息。福州福
清市法院判决的一起绑架案
中，两名犯罪人员为谋财寻找
作案目标，在福清市区发现受
害者驾驶一辆豪华轿车，通过
车牌号在网上求购到车主信
息，准确掌握了受害者及其家
庭人员信息，并策划实施了绑
架，因受害者激烈反抗未成功。

据记者调查，根据信息质
量和倒卖的层级，从几分钱一
条到几百元一条，价格不等。

“含金量高”的个人信息价格
较高，新开楼盘业主、新购车
辆车主、新生儿、入学新生、新
近下单的网络购物订单等“鲜
活”信息，单条能卖到十几元
乃至数十元。

谁在倒卖
我们的个人信息？

“鲜活信息”单条能卖数十元

去年以来，在公安部部署下，全国各地开展打
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取
得了明显成效。但当前侵犯公民信息安全违法犯
罪活动仍时有发生，非法收集、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手法多样，手段更为隐蔽。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反诈骗中心了解到，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90％以上是违法分子靠掌
握公民详细信息进行的精准诈骗，从已破获案件
看，“内鬼”监守自盗和黑客攻击仍是公民个人信
息泄露的主要渠道。

5 日，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被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这
是联合国表彰来自世界各地杰出环保人
士和组织的最高奖项。这充分表明，中
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和成效得到
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将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不断
注入新能量。

“地球卫士奖”颁给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表明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日益引起
世界关注。从过去“以砍养家”到现在

“以砍养树”，塞罕坝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链条，折射出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生
动变化：人们已逐渐开始习惯于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

55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
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
地上艰苦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
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贵在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第一代林场创业者斗天寒、
喝雪水，目睹了自己种植的树木不到8％
的成活率，经历了刚建好的小片林海因
遭遇自然灾害无一树木成活的困境。但
塞罕坝人不畏艰难，一次次从头再来，用
了20年造林96万亩，一道坚实的生态屏
障拔地而起。之后，第二代、第三代塞罕
坝人在继承前辈传统基础上继续奋斗。

如今的塞罕坝，已是郁郁葱葱的林
海。从卫星云图上看塞罕坝112万亩人
工防护林，就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守
卫着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塞罕坝”意为“美丽的高岭”。如
今，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依靠艰苦奋斗和
科技创新获得环保大奖，说明中国正逐
步走向环保高地。在半个多世纪的征程
中，塞罕坝人不断向更干旱区域、更高海
拔地区发起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借助外
脑等突破了多品种种植、病虫害防治等
难题，并承担了包括鸟类问题研究等多
个科研课题，在高寒沙地上书写了改天
换地的绿色传奇。

正如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
克·索尔海姆所说，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
转折点，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家
园。一场绿色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国创造了新技术和
新实践，这不仅满足了中国国内巨大需
要，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也带来了益处。

播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美丽。塞
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奖，必将激励更多人
积极行动起来，争当地球卫士、环保先
锋，共建美丽中国，共享美丽世界。

（据新华社内罗毕12月6日电）

在全球环保业者的瞩目下，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期间宣布了联合国最具影响力的环
境领域奖项“地球卫士奖”，中国塞罕坝林
场建设者获得其中的“激励与行动奖”。

“地球卫士奖”从 2005年开始颁发，是
联合国表彰全球杰出环保人士和组织的最
高奖项。

在当天宣布的“地球卫士奖”各个奖项
中，除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外，智利总统米歇
尔·巴切莱特获得“政策领导力奖”，中国摩
拜单车公司获得“商界卓识奖”，中国亿利
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获得“终身成就
奖”，还有一些人士获得其他奖项。

今年“地球卫士奖”6个获奖单位或个
人中，有一半是中国环保从业者，昭示了
中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领域
取得的重大进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高
级官员也对中国所采取的环保行动表示
高度赞赏。

中国环境保护努力史无前例
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召开前夕，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

姆就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行动专
门发表了评论文章。他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看到中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所
做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

他在环境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还
指出，“塞罕坝造林建设者已经把退化的土
地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天堂，并使它成
为被植被覆盖的‘新长城’，保护数百万人
口免受空气污染伤害，并且保护了珍贵的
水资源”。他说，中国的造林工程说明环境
恶化是可以被逆转的，而且这是非常有意
义的投资。

此外，索尔海姆还高度赞扬中国国内
的环保行动。他说，中国许多城市面临
空气污染，但中国已开始大规模地解决
这 个 问 题 ，包 括 宣 布 在 未 来 几 年 投 资
3600 亿美元发展可再生能源，停止新建
燃煤电厂的审批，同时制定污染者黑名
单，惩处违法者。

中国环境治理决心向世界
释放积极信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执行主任、联合
国助理秘书长易卜拉辛·塞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由于气候变化和污染，全球环境
面临严峻挑战，这给自然生态、人类健康以
及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塞奥说，“我们看到中国
高层在环保领域确定了明晰的方向，并展
现出坚定的决心。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
人除了谈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态环保也是
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环保努力“能够在
各个地方得以落实”。

他说，中国的环保决策向全世界释放
了积极信号，中国的环保努力不仅为中国
人民带来福祉，也将利好全球人民。据他
透露，中国在本次大会上将与非洲国家在
内罗毕设立机构，把中国先进的清洁能源
生产技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与世界其他
发展中国家分享。

在大会期间举办的企业展会上，不少
企业表示，他们很多的环保理念及环保设
备都来自中国。比如，非洲一家从事电子
产品废弃物回收的企业，他们的碾压机、拆
解机以及分离器均是从中国进口；肯尼亚
美国国际大学与英特尔公司合作的一个空
气监测项目也参与展览，他们表示，在肯尼

亚设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想法也是从中
国学习的。

中国在国际环保舞台作出
突出贡献

索尔海姆指出，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
国已作出突出贡献。

他说，中国积极主动签署和批准当代
最重要的环境保护条约，带动其他国家积
极加入。除了《巴黎协定》，中国近年来还
批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环保条约，比如中
国去年8月批准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这
是全球首个旨在结束重金属汞污染给人类
带来健康风险并造成环境破坏的公约；同
年，中国还批准了《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
议定书》，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今年10月，
在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下，《蒙特利尔议定
书》修正案通过，该协议将逐步淘汰用于暖
通、空调和制冷领域的氢氟碳化物使用。

他还表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绿色发展；在 G20
机制下，中国还积极倡导发展绿色金融。
中国的这些努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均表
示支持。 （新华社内罗毕12月6日电）

美丽中国建设的世界共鸣
——环保界积极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塞罕坝林场向世界
诠释“美丽中国”

■新华国际时评

12月的塞罕坝最低气温已超过零下30
摄氏度，7级风不时打到人们脸上，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塞罕坝人正披着大衣热烈讨
论着来年病虫害防治计划，打算继续大干
一场。

1962年以来，塞罕坝林场的三代创业
者，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高寒荒漠上，用
青春、汗水和智慧攻克艰难险阻，培育出
112 万亩人工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范
例”。5日，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2017年
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艰苦创业“种好树”
荒漠崛起万顷林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内蒙
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林场现有职工1965
人，总经营面积 140万亩。历史上，这里曾
森林茂密，到清朝末年，为弥补国库亏空，
塞罕坝开围放垦，树木被大肆砍伐。新中
国成立之初，这里成了“飞鸟无栖树、黄沙
遮天日”的茫茫荒原。

面对严峻形势，1962年，党中央组织全
国各地的 369人组成一支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的队伍，开始“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

“到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着沙粒
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林场第一批建设者、现年 77岁的赵振宇回
忆说，“一个窝铺住进20人，没有门板，就用
草苫子代替。早上起来，屋内到处是冰霜，
褥子冻结在炕上。吃的是全麸黑莜面，就

着咸菜，喝着雪水。”
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塞罕坝建设者们

凭着坚强的意志，将一株株希望的树苗栽
到荒原上。到 1984年，塞罕坝人累计造林
4.8亿余株，保存率达70.7％，创下全国造林
保存之最。

科学求实“管好树”
像抚养孩子一样抚育树木

塞罕坝务林人总深有体会地说：“种树
比抚养孩子还不易，孩子不舒服了会哭闹
或者直接表达出来，但树木出问题了自己
不会说，你必须细心呵护才能及早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树木茁壮成长。”

“从一颗幼苗长成大树，要经过育苗、
规范植苗、松土除草、割灌、修枝等不同工
序，经过四五轮抚育，才能长成现在的大
树，每个环节都要科学规范管理。”塞罕坝
下属的阴河林场场长赵立群说，“这就是塞
罕坝倡导的‘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

“树不是不能砍，关键是怎么砍。”塞罕
坝林场副场长张向忠说，建场以来，塞罕坝
一边抓造林，一边抓营林。特别是自 1983
年全面转入森林经营阶段以来，树立起“造
林固本、经营培元”的理念，摸索出一套科
学抚育管护的模式，实现了“越砍越好”的
良性循环。

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林业科科长李永
东说，近年来塞罕坝林木年蓄积量超过 53
万立方米，年采伐限额 20.4万立方米，实际

采伐量仅 13万多立方米，而且多是抚育间
伐，“去劣留优、去小留大、去密留匀”，这样
才能实现越砍越好，永续利用。

生态优先“用好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据中国林科院评估，塞罕坝112万亩森
林不仅有效阻滞沙地南侵，而且每年涵养
水源、净化水质 1.37亿立方米，同时每年可
吸收二氧化碳 74.7 万吨，释放氧气 54.5 万
吨。如今，塞罕坝林木总蓄积量达 1012万
立方米，塞罕坝林场森林资产总价值达202
亿元。

在一般人看来，拥有112万亩森林资源
的塞罕坝，足可坐享“生态红利”。但是，历
史的教训、创业的艰辛，使塞罕坝对未来发
展做出慎重选择：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走生
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让绿水青山成为
永久的金山银山。

从 2012 年开始，林场在经营方面“自
断一臂”，将以往每年木材砍伐量从 15 万
立方米调减至 9.4 万立方米。减少了对木
材的依赖，塞罕坝迅速完成产业转型升
级，为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
上了“硬保险”。据塞罕坝机械林场场
长、党委书记刘海莹介绍，近年来，塞罕
坝在苗木、旅游、风电等方面的年平均收
入近 2亿元。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6日电）

“种好树，管好树，用好树”
——河北省塞罕坝55年打造成“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公安、网络安全等部门人
士提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筑牢源头“防护墙”是关键，
要建立有效的事前预防、实时
监测、主动预警机制。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
警陈鸿说：“调查发现，一些掌握
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在防
范信息泄露方面缺乏有效机制，
对内部人员缺乏监督、制约，有的
工作人员随意浏览、下载相关内
部信息，而单位长期不知情，直
至发生大规模泄露严重后果。”

陈鸿等人建议，应在大量
掌握公民个人重要信息的部
门，如银行、房产中心、税务、车
管等部门建立数字证书制度，
工作人员必须使用专属于个人
的数字证书才能登录、查看、下
载单位信息系统数据，实现全
程留痕，一旦发生信息泄露，可
以倒查责任人员。

不少办案民警提出，目前
我国对收集、购买公民个人信
息的买方市场打击力度明显不
够。对信息买方市场的整治应
当加强。

今年 5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
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
定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
人信息获利 5万元以上等情形
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
息、财产信息 50条以上等情形
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面
临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

不少公安、法院人士提出，
这一司法解释出台后，长期困
扰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难题得
到缓解，多部门共同打击的合
力正在形成。

（新华社福州12月6日电）

筑牢源头“防护墙” 重拳整治“买方市场”

福建公安机关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从破获案件看，

“内鬼”监守自盗和黑客攻击
仍然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
主要渠道。

福州公安机关近日破获一
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查获公民个人房产、征信报告、
车辆、联系方式等信息超过千
万条，抓获的 19名犯罪嫌疑人
绝大多数是房产开发、销售、中
介等内部人员。他们利用职务
便利，非法收集、交换、出售公
民个人信息，从中牟利。

从公安机关破获和法院
判决的案例看，车辆、征信报
告、银行账户、房产、教育、医
疗等信息成为“抢手货”，相关
部门内部人员监守自盗案件
时有发生。

在深圳福田的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警方缴获非法公

民个人信息 1 万余条、非法个
人银行征信报告 1000 余份。
警方最终摸查出非法提供这
些个人信息的是3名某银行深
圳分行个贷部在职员工。

此外，黑客攻击窃取个人
信息呈增长趋势。“网络安全
形势十分严峻。”从事网络安
全保护业务的厦门服云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朱一
帆告诉记者，“从对政府机构、
大型国企、高校、电商、交通等
重点客户遭遇互联网黑客攻
击的实时监测数据看，网络黑
客入侵重点网站窃取信息有
增无减，攻击手段日益多样
化，而大量掌握公民个人信息
的一些机构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不强，投入不足，特别是没有对
不断出现的网络安全漏洞及时
采取修复措施，很容易被黑客
攻陷，造成大规模信息泄露。”

“内鬼”是信息泄露主要渠道

有犯罪分子专门收集老人信息设置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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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游玩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游玩。。

塞罕坝美景塞罕坝美景（（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