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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和阿联酋近日宣布加入
美国牵头的“护航联盟”，此举距
离沙特油田遇袭事件仅隔数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日称已下
令财政部大幅增加对伊朗制裁，
但同时强调除战争外还有其他选
项。

分析人士认为， 从怂恿地区
国家联合对抗伊朗到加紧制裁，
美国不遗余力执行其遏制伊朗的
中东战略， 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
杂。不过，受各种因素制约，美国
已经降低对伊朗的调门， 与伊朗
开战的可能性不大。

推动遏制伊朗

14日，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两
处设施遇袭，波及原油生产。美国
指认袭击事件中有伊朗的“影子”，
伊朗则多次否认与袭击有关联。

18日和19日，沙特和阿联酋
相继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联
盟”。

从今年5月开始， 海湾地区发
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美国指认伊
朗是这些事件的幕后黑手，伊朗均
予以否认。美国此后借油轮遇袭事
件并以保护“航行自由”为名，游说
盟友加入所谓的“护航联盟”。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中东的
主要战略就是遏制伊朗，此次借沙
特油田遇袭事件再度渲染“伊朗威
胁”，推动组建地区“护航联盟”，目
的是加大对伊朗极限施压力度，实
现遏制伊朗的战略意图。

无意卷入战争

从“子弹已上膛” 到“再等
等”，特朗普近日逐渐降低在沙特
油田遇袭事件上对伊朗的调门。

特朗普18日经由社交媒体发布消
息说， 已命令财政部大幅增加对
伊朗的制裁措施。他说，美方手头
有多个选项， 除战争外还有其他
选项，后续采取何种措施需要“走
着瞧”。

正在海湾地区访问的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19日说， 虽然中东地
区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伊朗实施
了对沙特的袭击， 但美国希望找
到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他说，美
方正在打造一个联盟， 希望用和
平方式解决目前的紧张局势。

分析人士认为， 一直主张从
海外撤兵、 正面临大选压力的特
朗普竭力避免在中东卷入一场无
法预料后果的战争， 宣布对伊朗
追加制裁正好证明他目前不希望
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保持地区
局势紧张对美国有利， 而大规模
热战则相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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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会同县人民政府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抵押合
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会同县
人民政府。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会同县人民政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
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担保人及
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会同县人民政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
联系人：陈祖军 电话：0731-84450542
会同县人民政府
联系地址：湖南省会同县林城镇将军北路行政中心
电话：0745-8822238���������������������������������������
�������������������������������������������������������2019年 09月 2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会同县人民政府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下列数据截止至 2019 年 02 月 21 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1 湖南省会同县煤矿 湖南省会同县煤矿 人民币 1,200,000 2,959,831.32 2,213,231.98 4,159,831.32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币种 账面本金 账面表外息 账面孳生利息 债权合计

合计 1,200,000 2,959,831.32 2,213,231.98 4,159,831.32

日前发布的《2019全国网
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统计
报告》 显示，37.4%的网民认为
网络个人信息泄露非常多和比
较多，58.75%的公众网民表示
曾遇到个人信息侵犯。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的背后，是强烈的商业驱
动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专家说，数据本身就是财
富。App后台运营商大都是互
联网公司，其用户日活量背后带
来的海量用户信息是吸引投资
的重要方面———掌握越多的用
户个人信息，App就越值钱。

用户隐私成为一些人借以
生财的“富矿”。比如，商家对收
集来的用户信息进行大数据分
析，画出用户画像，再进行精准
网络营销，就可给每个用户推荐
特定新闻、 购物和服务信息。还
有一些公司，或者被动地被网络
黑客攻击后泄露信息，或者主动
地将用户信息加工后转卖，成为
推销电话或短信、 诈骗电话、垃
圾邮件的“工作对象”。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除了
传统用户隐私信息，生物识别信
息泄露成为新风险点。

不久前， 一款名叫“ZAO”
的换脸手机App走红，用户协议
上提出“同意授予ZAO及其关
联公司以及ZAO用户全球范围
内完全免费、不可撤销、永久、可
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包
括肖像在内的个人信息被收集，
还可能被其他企业使用。

专家表示， 指纹、 虹膜、人
脸、声音等生物识别信息是比身
份证号码、手机号更重要的个人
隐私。“密码丢了可以换，但生物
信息不可再生。 比如你的指纹、
人脸信息泄露了，不可能再换一
双手、一张脸吧。”相关专家说。

避免个人信息泄露，用户也
有必要提高自身安全意识。专家
建议，用户要选择正规渠道下载
App， 并重视手机隐私权限管
理， 及时关闭不必要的App权
限。各应用商店也应认真履行平
台审核责任，共同保护好个人信
息。 ■据新华社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治理App超范围收集信息、强制收集信息、过度索权

让网民成了透明人，多款App被点名
今年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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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App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

记者从正在举办的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获悉， 截至目前，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
项治理工作组已经评估近600款用户量大、 与民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App， 并向其中问题严重的200余款
App运营者告知评估结果，建议其及时整改，整改问题
达800余个。

中央网信办网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完善
相关文件标准，加大治理力度，不断
提升App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App普遍违法违规过度索权
理财贷款类是重灾区

中央网信办网安局副局长
杨春艳表示， 在App专项治理
方面， 已研究制定一系列App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指导文
件和政策文件， 开发了举报平
台， 建立专门针对App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举报渠
道“App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
众号， 截至目前已收到9000余
条举报信息。

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何延
哲告诉记者，他们对包括餐饮外
卖、地图导航、网上购物、金融借
贷、即时通讯、社区社交等近20
大类共计100个App进行用户
信息收集情况统计。统计结果显
示， 很多App都存在强制超范
围索要权限的情况， 平均每个
App申请收集个人信息相关权
限数有10项， 而用户不同意开
启则无法安装或运行的权限数
平均为3项。

据统计，我国境内应用商店

数量超过200家， 上架应用近
500万款。这些App在提供方便
的同时，却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
“漏斗”，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
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
存在，包括手机号、通讯录、通话
记录、短信等在内的关键个人隐
私信息存在外泄隐患。 在App
面前网民几乎是透明的。

其中， 理财贷款类App成
重灾区， 多款理财贷款类App
被“点名”。甚至一些个人信息被
App收集过来之后，成为“套路
贷”公司开发业务、催收贷款的
工具。

公安部相关专家介绍，某
网络贷款App开发公司为多家
“套路贷”公司提供App开发集
成服务，并开设公司，采用技术
手段在网上扒取用户的通话详
单、充值记录、消费记录，用以
判断受害人消费能力和家庭准
确住址。

用户隐私成一些人生财“富矿”
指纹、人脸等信息无法更改风险高

美国首都华盛顿9月19日发生枪击事件，1人死亡、5人受伤。 华盛顿市区北部
的“哥伦比亚高地”居民区当天晚上传出枪声，那里距离白宫大约3公里。 左图：19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警察在枪击事件现场附近警戒；右图：人们用担架转移一名
人员。 新华社图

华盛顿枪案
已致1死5伤

频出手又降调门，美国对伊朗想干啥
分析人士：保持地区局势紧张对美国有利，而大规模热战则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