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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高敬 王优玲)9月23日
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我国粮食已经连续16年丰收。想想远方原野上沉甸
甸的谷穗，看看家里一天天丰盛的餐桌，当人们不再为吃
不饱而发愁，新的“烦恼”又找来了——怎么吃得更营养、
更健康？这餐桌上的新“烦恼”，您感受到了吗？

民以食为天。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几十年前怎么能
让一家人吃饱饭，就是过日子最最重要的事，也曾是餐桌
上最大的“烦恼”。

河北保定83岁的杨奶奶如今常常跟孩子们念叨困难
时期的一顿饭：“有一次，家里煮了一锅红薯。好些红薯已
经有点烂了，吃起来发苦，但哪舍得扔啊。我就把坏的部
分一点点剥下来，其余的吃掉。这一锅坏了的红薯就是一
家人的一顿饭！”

老人回忆说，家里上上下下六七口人，能吃饱饭就知
足了，顾不上考虑吃得好不好。

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粮食产量只有2264
亿斤，人均一年粮食占有量418斤，无法满足人们的温饱需
求。而如今，全国粮食总产量早已跨过万亿斤大关。2018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3158亿斤，人均粮食产量944斤，
吃不饱饭的问题成为历史。

那年月，吃肉更是“稀罕”事儿。刚过不惑之年的卫
广刚回忆起读小学时的情景：30年前，他住在辽宁省大连
市瓦房店市赵屯乡新立村罗店屯，一天三顿基本上是这
样的——

早饭：吃玉米粥、贴饼子、腌咸菜；
午饭：用饭盒自带米饭、土豆丝、萝卜、白菜等；
晚饭：继续吃玉米粥、贴饼子、腌咸菜，以及萝卜、白菜

等。
“老盼着家里能改善伙食。”他说。卫广刚家里养了两

头猪，过年杀一头，吃不完的肉就腌起来，等来了客人才能
吃点肉。一头猪陆陆续续吃到第二年夏天，而每年的下半
年几乎是吃不上肉的。

几十年来，我国农产品供应实现了从匮乏到富足的巨
大变化：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7239 元，比
1956年增长58.3倍；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3646元，
比1954年增长88.1倍。

老百姓的食品消费结构“改天换地”了：粮食消费量明
显减少，肉蛋奶等食品消费量显著增加。现在，人们足不
出户，能“吃遍全球”——新西兰牛肉、阿拉斯加帝王蟹、智
利樱桃、泰国山竹……

现如今，卫广刚10岁的儿子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小
学上五年级。儿子的餐桌记忆完全是“另一种画风”——

早饭：面包、牛奶、鸡蛋、水果，每天变着花样更新食
谱；

午饭：学校食堂用餐，根据营养搭配两荤两素，美味可
口；

晚饭：米饭、面食、汤，多种肉菜水果搭配着吃，一家人
还时不时去饭店“吃大餐”。

70年来，中国人从努力果腹到追求健康，餐桌上的“烦
恼”变迁与国家的发展同步。

这不，最近“90后不敢看体检报告”成了个热门话题。
其实不只是90后，健康问题已经跨越“代沟”，成了各个年
龄段人群的共同烦恼：担心“三高”、担心肥胖。这大部分
都是从餐桌上来的烦恼——脂肪、糖分和盐分摄入高。

为了向肥胖说“不”，以低脂肪、低热量为特点的健康
轻食越来越受到欢迎，不少人还默默捡起了长跑、“撸铁”
等生活方式。

餐桌上的浪费，也让许多人为之“烦恼”。对待剩菜剩
饭的态度也许是年轻人和上年纪的人之间一个很大的“代
沟”——吃不完就倒掉和冰箱里永远存着剩饭菜，是两代
人之间谁也不愿妥协的生活态度。

有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的食物浪费量约有1700万吨至
1800万吨，这相当于3000万到5000万人一年的需求量。

所以，即使丰收之年，也还是请您保留一份记忆深处
的那份饥饿感吧。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餐桌上的新“烦恼”，感受到了吗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熊
丰）为依法严厉打击食品、药品、环境污
染和侵权假冒等民生领域犯罪，坚决整
治食品安全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近
日，公安部公布了全国省级公安机关打
击食药环犯罪“昆仑”行动暨整治食品
安全问题联合行动监督举报方式，发动
群众积极举报案件线索，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正在牵头开展整

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行动以
来，全国公安机关紧密结合 8 月份公
安部部署开展的“昆仑”行动，对以
食品安全为重点的民生领域犯罪坚持
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侦破了一批大
要案件，摧毁了一批犯罪窝点，打掉
了一批犯罪链条，整治了一批重点地
区，取得初步成效。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深入
推进“昆仑”行动，确保食品安全问
题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现将各省

级公安机关监督举报方式予以公布，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犯罪
活动线索。根据公安部要求，各省级
公安机关也要公布本省 （自治区、直
辖市） 范围内各市、县级公安机关监
督举报方式。各市、县级公安机关
110 报警电话同步接受举报。所有举
报平台将有专人负责，对群众举报的
每一条线索公安机关都将认真核查，
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对举
报有功人员，将予以奖励。

新华社重庆9月23日电（记者柯高阳）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油画作品展22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开
幕，由全国各地艺术家创作的500余件参展油画作品与观
众见面。展览将持续1个月，期间免费对公众开放。

从1949年至今，全国美展已举办12届，共计展出作品
3万余件。本届全国美展在全国10个省区市设立中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壁画等13个分展区，其中油画、雕塑两
大展览在重庆举办，这也是全国美展首次走进重庆。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介
绍，此次全国美展共收到千余张油画作品，经过多轮投票、
确认、复议，共遴选出595件入选作品。继油画展之后，第
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雕塑展也将于25日在重庆当代
美术馆开幕，现场将展出279件优秀雕塑作品。

9月19日，
农户在河北省
邯郸市鸡泽县
一家辣椒加工
厂内晾晒辣椒
（ 无 人 机 拍
摄）。

9 月 23 日
是中国农民丰
收节，新华社
记者用无人机
带你“瞰”大江
南北的丰收景
象。

新华社记
者 王晓 摄

移动互联时代

我们这样打赢个人信息保卫战

瞰丰收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颜
之宏 王思北 余俊杰）“移动互联时代，
该怎样保护个人信息？”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刚刚结束，关于如何切实保障网
络个人信息安全的讨论引来各方聚焦。
哪些不良使用习惯会导致手机防护尽
失、网络用户个人信息被“劫”？加固网
络个人信息“城防”有何关键词？哪些隐
患仍在威胁网络个人信息安全？记者就
此展开调查。
33个不良习惯或丢光全部个人信息个不良习惯或丢光全部个人信息

《2019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
查统计报告》显示，近四成网民认为，网络
个人信息泄露非常多和比较多；近六成网
民更曾遭遇过个人信息被侵犯。不仅如
此，专家表示，个人信息遭泄露人群中，手
机网民是“重灾区”。记者调查发现，这与几
种手机不良使用习惯直接相关。

——掉以轻心，随意扫描二维码，
下载可疑应用软件。“这是我们的创业
项目，您扫描一下二维码填写个人信
息，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礼品。”如此

“地推”场景，相信并不陌生。一些人或
为支持年轻人创业热情或认为领取小
礼品“有利可图”而同意扫描。殊不知，
无论动机如何不同，他们手机上的个人
信息都面临相同的泄露风险。网络安全
专家告诉记者，一些二维码包含木马病
毒，可窃取和修改设备内重要信息。不
法分子还可能以此远程遥控用户手机，
实现开启摄像头、麦克风、定位等操作。

——因小失大，轻信“试睡”“体验”
等“免费套路”。酒店免费试睡体验类项
目推广文章一度在微信朋友圈中流行。
文中称，用户只要转发相应内容，并在
文内链接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手机号
等个人信息，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试睡五
星级酒店机会，有的甚至索要身份证号
等个人敏感信息。记者从网络安全专家
处得知，事实上，填写此类信息的用户
获得“免费”体验机会微乎其微，但丢失
个人敏感信息的风险却十分巨大。

——被逼无奈或盲目授权，忽视手
机App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如要继
续使用本软件，请提供相应授权。”不少
App通过“不同意就不准用”的“霸王条
款”过度索权，给用户个人信息造成重
大风险。比如记者发现某手电筒 App，
安装时却要求获取阅读手机通讯录的
权限。此外，一些用户嫌麻烦，使用App
前不阅读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导致个
人信息大量泄露还不自知。

标准模糊标准模糊、、霸王条款霸王条款、、隐蔽收集等隐蔽收集等
潜在风险仍存潜在风险仍存

多位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当前在网络个人信息保护
方面“发力”已成常态，但仍有潜在风险
有待排除。

相关保护措施的标准是什么？如何
把握？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综合
处处长唐鑫认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个人
信息保护应该“标准先行”，既不能“没
标准”，也不能“标准总变”。他认为，
App 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涉及到手机
制造商、手机应用开发商、应用商店等
多主体，因此有必要打通各环节，做到
行业协调、综合治理。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当前经营者通过

“不同意就不准用”等“霸王条款”变相
强制采集用户信息问题泛滥，消费者个
人信息泄露后往往存在举证难、维权难
等问题。对此，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加强
实际监管、严格执行现有法律法规，保
护消费者权益，国家更应针对侵权“顽
症”制定完善相关规则。另据记者调查，
还存在一些App隐蔽收集和使用用户
个人信息的问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安全研究所所长魏亮指出，例如用户已
经关闭了GPS权限，因此默认App不再
收集我的地理位置信息，但实际上App
仍在通过用户所连接的WiFi来获取用
户位置，这种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的行为已超出一般用户心理预期。

他建议，行业相关主体应切实以个
人信息保护理念直接指导研发、编码过
程，同时加强对防窃密、防篡改、防泄
露、数据脱敏、关键数据审计、流动追溯
和数据备份等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商业部
署，让安全机制与安全技术落地、落实。

强化保护强化保护33个关键词个关键词：：机构协同机构协同、、
精细立法精细立法、、严厉打击严厉打击

今年1月25日，中央网信办、工信
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有关方面开始
从机构协同、精细立法、刑事打击等几个
关键方面加大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
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成立App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
具体推动评估打击整治App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据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何延哲介
绍，专项治理工作组选取近600款用户
数量大、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App进
行评估，督促问题严重的200余款App
进行整改，涉及整改的问题点达800余
个，无隐私政策、强制索权、超范围收集
个人信息等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另一方面，今年 5 月以来，国家网
信办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面向全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出台《儿童个人信
息保护规定》。其中，《数据安全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网络运营
者以经营为目的收集重要数据和个人
敏感信息的，应向所在地网信部门备
案。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得到消息，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列入
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此 外 ，公 安 部 在 今 年 的“ 净 网
2019”专项行动中，将打击App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作为行动重点，各地
公安机关侦破一批典型案件并向社会
通报，相关违规企业被依法依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