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块钱能买什么？吃顿
丰盛的早点都不够，而在网
络上却可以“买”走一个人的
生活：上百张自拍照、聚会的
照片、旅游的写真等。有了这
些照片，你完全可以成为世
界上的另一个“他”，而“他”
本人却完全蒙在鼓里。最近
有读者向记者反映，自己发
布在朋友圈、QQ空间或者
微博上的私人照片，被他人

盗取后用于各类商业广告
甚至是网恋网站等。记者调
查发现，这类事件并非个案，
多种类型的个人自拍照片
正在被打包放在网上大量
出售，而且售价低廉。

在交友网站竟看到自

己照片

刘同学是辽宁一所大

学在校生，她发现自己此
前发在QQ空间的个人生
活自拍照，居然出现在了
某个交友网站上。而盗用
她照片的用户，在配上了
露骨文字介绍之后进行网
恋，甚至涉嫌诈骗。刘同学
告诉记者，她习惯把照片
传到QQ空间或者QQ名片
背景墙。近日，有媒体也报
道过类似案例。曾经患有

乳腺癌的李女士，术后在
自己朋友圈发布了数张自
拍照片。事后却发现自己
的照片被添加无关的文字
后，竟然成为内衣、瘦身产
品等商品的广告。

一个名为“美女生活套
图照”的微信商家告诉记
者，她出售的打包照片以及
视频，一套10元起步，多买
还有优惠。另一个QQ商家
表示，自己出售的照片，男
的有7套，女的110多套可
选，还可以订制配音甚至提
供变声器。在电商平台，同
样有卖家出售此类商品，不
过均要求使用QQ或者微
信等其他渠道沟通和购买，
拒绝电话沟通。

照片被盗后维权难

在北京生活的余女士
说，朋友圈自拍照片被盗虽
然是帅哥美女风险更高，但
是普通人也不得不提防。低
成本网购来的“美女照片”、
变声器等，可能被不法分子

拿去以交友为名实施诈骗，
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依据
《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个人
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违反法
律规定的，则需要承担相应
的民事、面临行政处罚甚至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近年来，我国在个人
信息保护以及打击侵犯个
人隐私方面不断加强顶层
设计和制度完善，社交网
络平台也对侵犯个人隐私
等行为给出了用户投诉渠
道。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面对个人照片被倒卖的行
为，受害者依旧普遍面临
防范难、发现难、维权难或
成本高的“三难”问题。

在微博、微信、豆瓣等
社交网络上，反映遭遇照片
被盗取的网友不在少数，但
成功维权的不多。前述案例
中辽宁的刘同学透露，自己
也曾尝试联系对方沟通删

除，但是没有得到回复。

增强个人信息安全保

护意识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鑫指出，近年来随
着科技和网络进一步发
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
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高发、
屡禁不绝，甚至出现了完整
的黑色产业链，同时也滋生
了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敲
诈勒索等下游犯罪。其产生
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首
先是法律意识淡薄；其次是
利益驱动；再次是违法犯罪
成本低以及“法不责众”的
思想作祟。由于对该违法犯
罪行为的查处在技术、调查
取证等环节和因素上存在
一定的难度，导致违法犯罪
分子心存侥幸。

邢鑫建议，社交网络
和电商平台等要落实安全
管理责任，公民也要增强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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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座椅如何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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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与复星国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月28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复星国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新华保险大厦举行。
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共同出席签约仪式，新华保险副总裁

黎宗剑主持签约仪式。新华保险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杨征和复星国际高级副总裁张厚林
代表双方签约。新华保险副总裁李源，新华资产副总裁张弛，复星总裁助理彭玉龙、孟文
博，德邦基金总经理易强等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前，双方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谈。万峰董事长介绍了新华保险转型以来的
发展成果，感谢复星国际一直以来对新华保险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郭广昌董事长介绍
了复星国际在保险、地产和基金等领域的发展情况，对新华保险“回归保险本原”、坚持

“保险姓保”的战略选择表示赞赏。
双方一致相信，此次战略合作将使新华

保险与复星国际双方的发展之路更加宽广。
文/新华保险

买了不安装，安装不使
用———这是中国许多家庭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现状。
如今，私家车已走进千家万
户，但对于儿童安全座椅，许
多家长仍不够重视，手抱孩
子坐车成为诸多家庭的出
行选择。同时，各地抽检儿童
安全座椅质量时也发现不
少问题。孩子的交通安全保
护伞，如何才能真正撑起来？

意识不强：买了也不用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
季女士，购买儿童安全座椅
已经3年，而她5岁的孩子，
一次都没坐过。“知道这东
西有用，不过我们没拆包
装，平时出门少，家里人抱
着坐车就好了，问题应该不
大。”季女士说。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
刘女士告诉记者，平时带孩
子远途出行才会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去附近公园或者打
疫苗时，就让孩子的爷爷奶
奶抱着坐车了。“家里两辆车，
就一辆安了安全座椅。况且
孩子不喜欢，每次坐都闹。”

记者调查发现，像季女
士、刘女士这样的家长不在
少数。宁波英孚婴童用品有
限公司销售总监沈凌告诉
记者，业内粗略估算，中国
一二线城市儿童安全座椅

普及率仅在10%左右，农村
的普及率则更远低于城市。

实际上，抱孩子坐车危
险性非常大。车辆发生撞击
事故时，儿童将承受大于自
身体重多倍的力。世界卫生
组织公布的《安全带和儿童
约束（即儿童安全座椅）：
道路安全手册》显示，0~4岁
的孩子，使用不同类型的儿
童安全座椅，受伤害的风险
会降低50%~80%，5~9岁的
孩子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受
伤几率降低52%。

目前，合肥、上海、杭
州、深圳等多个城市，都出
台了鼓励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的政策。

2017年新修订的《杭州
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4周岁以下或者身高

低于1米的儿童乘坐小型轿
车时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但杭州交警
部门表示，具体条款不涉及
罚则，只是倡议。

在深圳，不合规使用安
全座椅要被交警罚款。2015
年1月1日，新修订的《深圳
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罚条例》正式实
施，对于“12周岁以下儿童
乘坐在副驾驶位置，或者四
周岁以下儿童乘坐小型、微
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未使用
符合国家标准儿童安全座
椅”的情况，处300元罚款。

可即便如此，儿童安全
座椅的“上座率”依然不高。
深圳交警曾在福田区彩田
路一家幼儿园附近路段两
个多小时的执法过程中，拦

停了10余辆送孩子上幼儿
园的车辆，仅有一位家长给
孩子使用了儿童安全座椅，
有的家长虽然购买了安全
座椅，但一直放在后备厢没
有安装使用。

困惑重重：出租车怎么

用？

记者发现，许多家庭在
挑选和使用座椅时存在困
惑。

困惑一：质量问题。家
住北京朝阳区的殷女士正
在为孩子挑选儿童安全座
椅，经过调研她发现，儿童
安全座椅的价格跨度非常
大，便宜的“增高坐垫式”儿
童座椅由布料制作，价格只
有50元左右；而大多数儿童
安全座椅采用塑料材质制
成，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不等。那么，几十元的座椅
能用吗？她心里没底。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上海市工商局4月发布的公
开信息显示，对母婴之家、
京东、天猫等10家网络平台
和2家实体店销售的35个品
牌60个批次的儿童安全座
椅进行抽检，17个批次不合
格，不合格率高达28.3%。

困惑二：儿童安全座椅
究竟应该用到几岁？目前出
台政策鼓励安装儿童安全

座椅的城市，大部分都是要
求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在
电商平台上，儿童安全座椅
的适用年龄范围非常广，有
供0~15个月使用的，也有供
0~4岁、0~12岁使用的，究竟
该选哪款？

困惑三：出租车不配备
儿童安全座椅，出行怎么办？

家住上海虹口区的李
女士，孩子已经半岁。由于
没有私家车，出租车又不配
备儿童安全座椅，她出行时
都自备提篮。她担心的是，
孩子长大后，适用的儿童安
全座椅体积大、不便携带，
如何保证孩子的出行安全？

专家呼吁：以立法推动

强制使用

针对目前儿童安全座
椅使用意识不强、普及率不
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会长梁梅表示，一方面需要
政府加强监管和指导，另一
方面则需要商家的自律以
及社会各界的努力。

为保证儿童安全座椅
的质量，自2015年9月1日
起，我国对儿童安全座椅进
行强制认证（即3C认证），
未获认证的产品不得出厂、
销售、使用。但市场上仍有
不少“漏网之鱼”。

“几十元的产品，肯定
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儿童安
全座椅不能使用回收塑料
制作，产品成本高。‘增高坐
垫式’的座椅也不能给幼童
用，因为布料材质无法固定
住孩子。”梁梅说。

对于儿童安全座椅“坐
到几岁”的问题，梁梅表示，
发达国家一般的要求是36
公斤、1.5米以下的儿童必
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她建
议，我国应尽快出台政策，
强制推广儿童座椅在全国
范围内使用，在具体条文
中，结合孩子的年龄、身高、
体重，规范儿童安全座椅的
使用。全国人大代表、商丘
市第一实验小学校长高阿
莉多年来也在呼吁儿童安
全座椅的强制使用。

对于出租车和网约车
无法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
问题，记者了解到，目前，滴
滴平台已经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城市上线“宝贝专
车”服务，用户可预约在专
车上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去
年深圳两会期间，杜屏、胡
桃等10位深圳市人大代表
提出了《关于出租车配备儿
童安全座椅的建议》。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出租车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也可以采用
租赁模式，探索商业新路
径。 （据新华社报道）

小心，微信朋友圈自拍照有可能被公开售卖！

许多家长仍不够重视儿童安全座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