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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强监管来袭“护法”个人信息安全
滴滴出行因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被下架的风波还未平息，7

安全审查事件梳理

月5日，国家网信办公告称，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
法》，对“运满满”“货车帮”“
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网

7月2日

络安全审查工作，防范风险扩大，审查期间“运满满”“货车帮”“
BOSS
直聘”停止新用户注册。如此密集的网络安全审查也让个人信息的保护
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法律界人士建议，普通用户在使用App时，应对App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

各功能调用的个人信息有基本了解，以防App滥用用户个人信息。

合印发《常见类型移动互

审查。 审查期间“滴滴出

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

行”停止新用户注册。

信息范围规定》。

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

7月4日

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
家网信办通知应用商店下

又3家App被查

根据国家网信办7月5日发布的公告，“为
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
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
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运
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
查。为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防范风险扩
大，审查期间‘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
停止新用户注册”。
此消息一出，“ BOSS直聘运满满货车
帮被网络安全审查”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仔细来看国家网信办7月5日发布的公告，
和7月2日针对滴滴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
公告如出一辙，且在7月4日，国家网信办
针对滴滴出行的处理意见已经公布：“ 根据
举报，经检测核实，‘ 滴滴出行’App存在
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
家网信办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
行’App，要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严格
按照法律要求，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认真整

改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
息安全。”
7月5日国家网信办公告发布后，“BOSS
直聘”、运营“运满满”“货车帮”的满帮集团也
前后表态。BOSS直聘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
者回应：“我们高度重视并将积极配合网络安
全审查工作，全面排查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在有关部门的监督领导下，BOSS直聘一直坚
决维护网络安全，全力保障各项数据安全。我
们将不断提升网络安全意识与能力，切实履
行企业的责任和义务。”
满帮集团回应称：“ 将积极配合审查工
作，一如既往地接受监管部门的指导与监
督。审查期间，将对于集团的网络安全进行
全面梳理和排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网络安
全体系和技术能力。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保
障公共利益。”
北京商报记者登录“BOSS直聘”“ 运满
满”“ 货车帮”App发现，新用户注册时，
“BOSS直聘”会提示“应有关部门要求
BOSS直聘暂停注册”，“ 运满满”“ 货车帮”
会提示“为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网络
安全审查工作，我们将在审查期间暂停用户
注册”。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

“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

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

架“滴滴出行”App。
7月5日

4月26日

3月22日

工信部公开征求对 《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
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
定》的意见。
6月10日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对“运满满”“货车帮”

据安全法》 由中华人

BOSS直聘”实施网
“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络安全审查。 审查期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间“运满满”“货车帮”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

“
BOSS直聘”停止新

议表决通过，并定于9

用户注册。

什么是网络安全审查

发出上述公告的机构，叫做网络安全审
查办公室。而网络安全审查与一般审查有何
不同？
“网络安全审查不同于测评、认证，也
不同于通用性审查、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
查，重点审查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是否存在
影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国家安全的
威胁或者风险。”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
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崔聪聪曾发表文章

怎样保护个人信息

信息安全相关法规

月1日起施行。

指出。
至于网络安全审查如何进行，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曾介绍，网络安全
审查，重点评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
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
风险。
此外，《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还要求，运
营者应当督促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履行网络
安全审查中作出的承诺，网络安全审查办公
室通过接受举报等形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
监督。崔聪聪认为，这意味着监督拓展至网
络产品和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

其实，相关部门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已
成常态。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工信部已经10次通报下架侵害用户权益
的App，涉及App数量近1000款。按照以往的
流程，工信部对于侵害用户权益的App会采
取通报、限时整改、未完成整改通知应用商店
下架等措施。
在完善法律法规方面，3月22日，国家网
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常见类型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4月26
日，工信部公开征求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的意见；6月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定于9月1
日起施行。
相关部门对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的关注
也不仅限于App。6月10日，工信部部署开展
车联网身份认证和安全信任试点工作，同月
还宣布将在6-8月开展摄像头网络安全集中
整治。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已经搭建
起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站在普通用户
的角度，也应该提高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那么普通用户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个人
信息，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简而言之，普通用户应该了
解一些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常识，比如不随
意下载软件或点击链接，不随意提供个人信
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对于企业收集的个
人信息如果跟所提供的服务没有直接关联，
应该拒绝提供等”。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出门无需带手机 三大运营商发力“一号双终端”
三大运营商eSIM业务推进情况

中国联通
2015年

开始研究和布局eSIM业务

2017年

首家获批eSIM可穿戴业务上海试点

2018年

与华为、苹果在6省7市获批推出一号双终端
和独立号码业务
工信部批复同意中国联通开通eSIM可

2019年3月

穿戴设备独立号码全国服务试验
宣布将eSIM可穿戴设备独立号码业务

2019年3月

2020年1月

从试点拓展至全国
工信部发布关于中国联通开展物联网等
领域eSIM技术应用服务的批复

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在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武
汉、成都、杭州开启eSIM一号双终端业务
工信部发布批文，同意中国电信开展
物联网等领域eSIM技术应用服务

2018年12月

2020年10月

中国移动
正式在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
2019年1月

圳、成都7个城市开启eSIM一号双终端
免费体验活动

2020年10月

2021年7月

工信部发布批文， 同意中国移动开展
物联网等领域eSIM技术应用服务
北京移动正式推出支持eSIM功能的
“
一号双终端”业务

批复同意中国联通开通eSIM可穿戴设备
独立号码全国服务试验，当月月底，中国
联通宣布将eSIM可穿戴设备独立号码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智能手表，跑步健
务从试点拓展至全国。
身的时候也不耽误接电话发微信，其中的“奥秘”就是手表芯片上的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
eSIM卡。7月5日， 北京商报记者获悉， 北京移动正式推出了支持
者表示，该公司也已经在全国开通了eSIM业务，用户在网上营业厅可以办理。至
eSIM功能的“一号双终端”业务，这也意味着中国移动的eSIM业务
于具体的用户数，该负责人坦言业务部
“又下一城”。相比中国移动的“城城”推进，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对
门还未公布过。
推进eSIM业务的态度就比较积极了，覆盖范围已经遍及全国。
相较于上面两家的积极，中国移动
eSIM取代SIM卡终将成为历史的必然，但由于eSIM业务当前
的推进速度就慢了很多。2019年1月23
日，中国移动启动eSIM业务试点，在天
还只是小部分群体的需求，运营商们当下的工作重心仍聚焦在5G
津、广州、上海、南京、杭州、深圳、成都7
网络的部署上，因此各大运营商的eSIM业务推广步伐也不尽相同。
个城市率先开通，此后也增加了一些城
市。但如今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国移动
仍然没有将此业务推向全国，也没有发
布任何具体推出时间表的消息。
用户无需插入物理SIM卡。
对于缓慢推进的原因，北京商报记
除了实现与SIM卡相同的功能外，
eSIM是什么
者采访了中国移动方面，
截至发稿，对方
eSIM还可提供灵活的运营商切换方式，
据北京移动方面介绍，“ 一号双终 通过空中下载方式动态写入用户签约信 未给出回复。
通信专家马继华指出，中国移动与
端”是中国移动推出的两个终端共享 息，可以实现产品销售后的用户自主激
同一个号码的业务，手机与支持eSIM 活，并基于安全域的体系架构，以及PKI 中国电信拿到eSIM全国牌照的时间比
中国联通要晚，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另
功能的智能手表对外呈现同一号码， 安全基础设施的引入。
智能手表能共享手机号码的话费及流
eSIM技术由苹果公司首先提出，在 外，中国移动的市场规模较大，相对其他
量套餐。
技术储备和专利布局方面一直走在前 两家需要更长时间完成部署，因此影响
中国移动的“一号双终端”业务目前 列。2014年9月，苹果在发布iPadAir2时 了全部城市开通的时间。
支持苹果、华为、三星等13个品牌30余款 首次将eSIM卡的概念带到实际产品中。
智能手表。苹果用户可在苹果的
受众较少
“Watch”App上办理，安卓用户在“和多
进度不同
如今，eSIM业务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号”App办理，无需前往移动营业厅办理
eSIM业务的应用，必然离不开运营 穿戴设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
实体卡就能完成业务开通。北京移动用
户在开通一号双终端业务后，还可参加 商的支持，我国三大运营商目前在这项 球可商用的eSIM消费类设备类型达到了
110种，包括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电脑和
“一号双终端首季体验活动”，享受3个月 业务上的进度有快有慢。
中国联通抢占了先发优势。公开资 平板电脑。
的免费体验。
北京移动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介
“一号双终端”中所涉及到的eSIM， 料显示，早在2015年中国联通就开始研
全称为Embedded-SIM，即嵌入式SIM 究和布局eSIM业务；2017年首家获批 绍，该业务尤其受体育爱好者的关注，因
卡。eSIM卡的概念是将传统SIM卡进一 eSIM可穿戴业务上海试点；2018年，与 为业务办理成功后，用户即使不带手机，
步微缩，直接嵌入到设备芯片上，而不是 华为、苹果在6省7市获批推出一号双终 使用绑定的智能手表也可以独立接打电
作为独立的可移除零部件加入设备中， 端和独立号码业务；2019年3月，工信部 话、数据上网。

但从受众群体来说，仍然不够广泛。
虽然现在应用于智能手表的eSIM业务
占据一大部分，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指
出，喜欢带智能手表的用户不一定需要
这个功能，一般是不方便携带手机的时
候才需要手表具有通信功能，比如跑步、
健身的时候。
下一步，eSIM功能将在车联网、工
业物联网等电子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
据市场调研机构StrategyAnalytics最
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
年，用于物联网应用的eSIM的销量将增
长到3.26亿美元，相较于现在将翻一番
以上。
不过，马继华认为，eSIM市场还处
在发展阶段，可应用的终端也有限，因
此并不是太着急推出的业务，运营商现
在 的 工 作 重 心 仍 聚 焦 在 5G网 络 上 。
StrategyAnalytics企业和物联网服务
执行总监AndrewBrown则表示：“ 物
联网项目终端数量不断增加，但从企业
角度看，为数百万个物联网设备更换
SIM卡显然不切实际，这给维护和管理
带来了麻烦。”
当然，不可否认eSIM业务的发展对
于运营商来说是利好。“从运营商的角度
来看，如果更多的设备特别是手机开始
大范围使用eSIM，营业厅将更变得人流
稀少，也不利于更多增值业务的营销场
景建设，但可以拓展更多的使用终端设
备，实现跨屏连接，对于增强用户黏性是
好处的，也有利于拓展更多的新用户。”
马继华说。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eSIM业务的
费用并不高。以中国移动为例，据悉，上
海移动在2020年9月开始收费，广州移
动从2021年1月开始收费。目前按照10
元/ 月的标准资费收费。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