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 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袁
介绍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反恐怖工作
情况遥 通报显示袁当前我国的反恐怖
形势平稳袁社会持续安全稳定袁全国
已连续 4 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事
件遥 事实证明袁我国的反恐怖工作有
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态势袁最大限
度地保障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
命权尧健康权尧财产权遥

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袁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袁事关改革发展稳
定全局袁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尧社会
安定尧人民幸福的斗争遥 据不完全统
计袁自 1990 年至 2016 年底袁分裂势
力尧恐怖主义势力尧极端主义势力在
新疆等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
案事件袁暴恐分子通过暴力尧破坏尧恐
吓等手段袁肆意践踏人权尧戕害无辜
生命尧危害公共安全尧制造社会恐慌
噎噎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否定尧对人类
进步的破坏尧对民众人权的侵犯遥

凡野恐冶必打尧露头就打尧依法严
惩袁是我国反恐怖斗争旗帜鲜明的态
度遥 自 2014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
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以来袁
全国共打掉暴恐团伙 1900 多个袁抓
获涉案人员 14000 多名袁缴获爆炸装
置 2000 多枚袁 把绝大多数恐怖活动
摧毁在预谋阶段尧行动之前遥 我国始
终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袁坚持依法打击
恐怖主义和保障人权相结合袁倡导综
合施策尧标本兼治袁消除滋生恐怖主
义的土壤袁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广
泛支持袁国际社会有目共睹遥

从长远来看袁反恐怖工作必须常抓不懈袁保持
高度警惕遥当前袁全球恐怖袭击事件频发袁对暴恐极
端人员的刺激示范效应强烈袁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
国家仍面临着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遥 面向未来袁要
进一步提升反恐怖工作能力袁扎实抓好反恐怖各项
措施落实袁 不断拓展我国反恐怖斗争良好态势袁持
续加强反恐国际合作袁坚决把暴恐威胁制止在萌芽
状态尧未发阶段袁坚决铲除恐怖主义滋生蔓延土壤遥
只有始终保持对暴恐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袁持续巩
固反恐怖工作的主动局面袁 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尧社
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袁维护好我国
良好的社会治安现状和人民生活安宁祥和的局面遥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尧 最普遍的愿望遥
严厉打击恐怖主义袁也是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遥 坚
持法治思维尧精准施策袁坚持打防结合尧整体防控袁
坚持专群结合尧群防群治袁坚持标本兼治尧综合治
理袁坚持深化交流尧务实合作袁必将打赢反恐怖斗争
这场硬仗遥 田宇

日前袁工信部尧国家网信办和
公安部联合制定叶网络产品安全漏
洞管理规定曳渊以下简称 叶规定曳冤遥
这一叶规定曳旨在规范网络产品安
全漏洞发现尧报告尧修补和发布等
行为袁明确网络产品提供者尧网络
运营者尧以及从事漏洞发现尧收集尧
发布等活动的组织或个人等各类
主体的责任和义务遥

叶规定曳 的出台必将推动网络
产品安全漏洞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尧
规范化尧法治化袁促进相关主体提
高漏洞管理水平袁引导建设规范有
序尧充满活力的漏洞收集和发布渠
道袁防范网络安全重大风险袁保障
国家网络安全遥

叶规定曳是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曳 有关要求而制定
的袁有法可依遥 2017 年 6 月 1 日袁
我国网络安全法开始施行遥这是一
部统领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基础
法律袁对保障网络安全袁维护网络
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尧社会公共利
益袁保护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袁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
康发展袁影响深远遥据此袁网络安全
各项工作加速进入法治化轨道袁一

系列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尧政策文件
陆续出台袁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也
进入了新时代遥

问题是发展的先导遥在互联网
时代袁特别是人工智能尧5G 等技术
快速发展并实现多种场景应用袁越
来越多的信息产品在提供便捷多
元服务的同时袁因为技术等因素存
在安全漏洞袁有的涉及信息抓取与
捕获袁 有的涉及信息外泄与贩卖遥
借助这些安全漏洞袁小则会推送广
告尧设置陷阱袁影响用户体验袁威胁
群众利益曰大则可能让公共数据与
信息流出境外袁威胁国家安全遥 因
此袁从任何角度与立场确保网络安
全无虞袁都十分必要袁且需要与时
俱进遥

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遥 叶规定曳
出台后袁 让相关要求切实落地见
效袁仍需要做大量工作遥 比如加强
政策宣贯袁做好对相关企业机构的
政策咨询和工作指导袁引导漏洞收
集平台依法依规开展漏洞收集和
发布曰 又如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袁建
立健全漏洞评估尧发布尧通报等重
要环节的工作机制袁明确漏洞收集
平台备案方式和报送内容曰再如加

强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袁做好与其他漏洞平台尧
漏洞库的信息共享袁 提升平台技
术支撑能力遥 真正做到宣介到
位尧 解读透彻袁 才能最大限度凝
聚起贯彻落实的共识曰 真正做到
产品覆盖尧责任明确尧机制共建袁
才能最大程度汇聚捍卫网络安全
的合力遥

此次叶规定曳的出台袁进一步彰
显了我国依法维护网络安全的决
心与行动遥既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并重发展袁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和互联互通袁 鼓励网络技术创
新和应用曰 又坚决维护网络空间
安全和秩序袁 多措并举监测尧管
理尧防御尧处置来自各方的网络安
全风险和威胁袁 依法惩治网络违
法犯罪活动袁 这些无不需要久久
为功尧善作善成袁科学发展尧依法
管理遥 唯有更加坚实地迈好网络
治理的法治化步伐袁 以制度建设
提高国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袁掌
握网络空间治理和规则制定方面
的主动权袁 才能切实维护国家网
络空间主权尧安全和发展利益袁确
保网络空间天朗气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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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布了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野十四五冶规划曳渊以下简称叶规
划曳冤遥叶规划曳提出了野十四五冶时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指
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袁明确了事业发
展的 6 大主要目标和 19 项具体目
标袁 展望了 2035 年人社事业发展
远景目标遥叶规划曳中政策措施的有
效实施袁对于在新发展阶段引领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遥

凡事预则立袁不预则废遥 编制
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
政的重要方式遥 叶规划曳 根据中央
野十四五冶规划叶建议曳和国家野十四
五冶规划叶纲要曳编制袁是细化落实
国家野十四五冶规划叶纲要曳中关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战略任
务制定的综合性尧基础性尧指导性
文件遥 从对就业尧社会保障等六个
方面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进行全
方位部署袁到对重大政策尧重大项
目尧重大工程进行统筹安排袁再到
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尧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等六条基本原则袁叶规划曳描绘
的蓝图是未来五年统筹推进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各项工作的基本
遵循遥

野十四五冶是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袁 将人
社事业推向前进袁 有各方面坚实
的基础袁也面临一些风险挑战遥劳

动力供求深度调整袁人
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
深袁制约和影响人才发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
未根除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与人
民群众的期待尚有差
距噎噎艰难方显勇毅袁
磨砺始得玉成遥 只有抓
住机遇尧 应对挑战袁趋
利避害尧 奋勇前进袁才
能在危机中育先机袁于
变局中开新局遥

问题是 时 代 的 声
音袁叶规划曳 坚持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袁 坚持改
革意识和创新精神袁 提出一系列
新举措袁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遥
针对实现高质量就业袁 提出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袁 实现经济增长与
就业扩大良性互动曰 针对完善社
保制度袁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袁
实现法定人员应保尽保曰 针对企
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袁 提出探
索发布体现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特
征的薪酬分配指引噎噎一系列具
有创新性尧 突破性的重大政策和
改革举措袁 让民生保障的底线兜
得更牢袁 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遥

大道至简袁实干为要遥 从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超过 5000 万人袁到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95豫袁再

到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4000 万人次袁叶规划曳提
出的每一项指标袁背后都连接着安
居乐业尧万家灯火遥唯有拿出野一分
部署尧九分落实冶的精神状态袁全力
推进叶规划曳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
地袁才能完成预定目标袁不负人民
期待遥

功崇惟志袁业广惟勤遥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 野十四五冶蓝
图已经绘就袁 新的征程正在脚下遥
在各自岗位上扎实工作尧 苦干实
干尧拼搏进取袁我们定能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尧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新的更大力
量袁也定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成就
出彩人生遥

让民生保障的
底线兜得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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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网络产品安全“打补丁”正当其时
阴裘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