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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News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 26 日表决通过密码法，

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密码法旨

在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 促进密码事业

发展，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提升密码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是我国

密码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

密码法共五章四十四条， 重点规范

了以下内容：第一章总则部分，规定了本

法的立法目的、密码工作的基本原则、领

导和管理体制， 以及密码发展促进和保

障措施。 第二章核心密码、 普通密码部

分， 规定了核心密码、 普通密码使用要

求、 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加强核心密

码、 普通密码工作的一系列特殊保障制

度和措施。第三章商用密码部分，规定了

商用密码标准化制度、检测认证制度、市

场准入管理制度、使用要求、进出口管理

制度、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制度

以及商用密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第四

章法律责任部分， 规定了违反本法相关

规定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五

章附则部分， 规定了国家密码管理部门

的规章制定权，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密码

立法事宜以及本法的施行日期。

密码法规定， 国家对密码实行分类

管理。密码分为核心密码、普通密码和商

用密码。核心密码、普通密码用于保护国

家秘密信息，属于国家秘密。商用密码用

于保护不属于国家秘密的信息。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使用商用密码保

护网络与信息安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邱作霖 何宇扬

通讯员 张嘉宜）

昨日，美丽宜人的西樵

山风景名胜区迎来世界性的体育赛事，

由国际定向运动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

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广东省体育

局、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佛山市人民政

府承办的 2019 年定向世界杯决赛暨南

粤古驿道“天翼 4K 高清杯”定向大赛在

佛山市南海区拉开帷幕。

首日女子组中距离定向赛中，经过

激烈的角逐，来自瑞典的 Tove Alexan－

dersson 最终夺得冠军，而男子组冠军则

是同样来自瑞典的 Gustav Bergman。

定向越野运动，是一种野外活动方

式，起源于欧洲，是运动员利用地图和

指北针到访地图上所指示的各个点标，

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点标者为胜。 本届

定向世界杯37个国家及地区260名人员

参与赛事， 其中不乏世界顶级选手身

影。

记者了解到， 赛事主要在10月26

日、27日与29日进行， 除了西樵山风景

名胜区，还在西樵松塘村及南海影视城

等地举办。 其中，短距离混合接力比赛、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短距离比赛与定

向猎狐比赛将在10月27日于南海影视

城进行；而在10月29日，定向世界杯决

赛短距离比赛和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短距离比赛则将在西樵松塘村进行。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这项运动的

魅力。 在赛事举办期间，赛事组委会还

设置了体验组、猎狐组、村民组等组别，

让运动爱好者可以“零门槛”参加赛事。

据悉， 定向世界杯决赛是首次走进中

国。 佛山市相关领导表示，佛山将此次

赛事作为展示佛山城市形象的窗口，同

时也以此为契机，大力普及推广定向越

野这项户外运动。

我国制定密码法 明年1月起施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日前，一

则“广州动物园招聘专业演员假扮熊

猫”的图片消息在网络传播。 对此，广州

动物园直指其为假消息，广州动物园所

有职位都是通过人社部门统一招聘。

记者查询发现，某招聘网上的“广

州动物园招聘专业演员假扮熊猫”招聘

信息显示，招聘职位是“假装熊猫的专

业演员”，薪资在 36 万~72 万元，招聘单

位为广州动物园。 该招聘信息对岗位的

描述显示，专业演员的职责是负责为游

客“表演”， 一般是躺着吃竹子或者水

果， 同时负责项目相关技术的交流、修

订与更新。 任职要求注明具有动物相关

专业优先，具有扎实的熊猫行为理论知

识，一定的动物扮演技巧，强调能适应

各种天气变化，牙齿要好。

该图片一出， 网友们纷纷议论。

“36~72 万薪资？ 别的动物园吧？ 反正我

们这里给不起这么高的工资！ ”昨日下

午，记者致电广州动物园求证上述招聘

信息的真伪。 接电话的相关负责人直指

其为假消息。 该负责人称，他们所有岗

位人员的招聘都是通过人社局统一招

聘，并不通过网站招聘。

负责人坦言，此前曾经有求职者到

动物园找工作，说是通过网站看到招聘

信息。“一些所谓的招聘网站，不负责任

地发布不实招聘信息，以致于很多不明

真相的求职者上当受骗。 ”同时，该负责

人提醒求职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假扮熊

猫的职位， 该动物园的熊猫都是真的，

并非由演员假扮。

在广州动物园扮熊猫吃竹子，就能“躺赚”72万？

广州动物园辟谣：求职者别上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昨

日， 越秀区建设和水务局发布关于

分段全封闭东华西路

（ 东川路—越

秀中路）

实施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的

通告， 称因东川路渠箱片区周边排

水管网改造工程建设需要， 越秀区

市政管理部门计划分段封闭东华西

路进行排水管网改造施工。

其中，11 月 4 日 10 时~12 月

14 日 22 时封闭较场西路———越秀

中路段；11 月 4 日 10 时~2020 年 4

月 9 日 22 时封闭东川路———较场

西路段。 施工期间该路段将禁止通

行，过往车辆可绕行东川路、中山三

路、越秀中路或东川路、白云路、广

九大马路、越秀南路。沿线住户及办

公车辆可通过较场西路出入。同时，

途经东华西路的公交线路将同步调

整，具体以站牌通知为准。 另外，东

华东路与东川路交界、 较场西路与

东华西路交界、 越秀中路与东华西

路等三处信号灯将调整， 请过往车

辆根据相关交通指引行驶， 听从现

场疏导人员的指引。

下月4日起，

东华西路将分段封闭施工

定向世界杯决赛首次走进中国

世界顶级选手竞逐西樵山

据新华社电

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与国家电影局联合推出的 4K

超高清直播电影《此时此刻·2019 大

阅兵》普通话版制作完成，即将登陆

全国院线。

26 日，《此时此刻·2019 大阅

兵》首映式在京举行。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国家电影局、中国电影集团等

合作单位负责人出席并观看影片。

据介绍，《此时此刻·2019 大阅

兵》优化了现场细节，对画面进行了

逐帧调整和颜色矫正， 镜头均采用

4K 超高清信号收录和 5.1 环绕声制

作，提升了视觉表现力和感染力。精

心制作的这部阅兵大片， 将为观众

带来一次全新视听体验。

首映式还特邀国庆阅兵仪仗方

队的三位旗手， 与观众分享了他们

参与国庆阅兵的心路历程与荣耀感

受。 国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童声

领唱的小朋友们也来到现场， 与在

场观众互动。

《此时此刻·2019大阅兵》

将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通讯员 陈

鸣池 ）

昨日上午，天河区公安分局平安

天河宣讲团携手长兴街道办事处举办

以“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社区———

平安天河·走进长兴”为主题的活动，辖

区 500 多名居民参与活动。

现场，天河区分局特勤大队民警高

明朔提醒，最近频发的诈骗是冒充贷款

平台的客服，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或者

刚毕业的大学生。“贷款在校园比较普

遍，学生因为没有社会经验，往往容易

被骗。 ”民警高明朔分析，骗子会冒充贷

款公司客服，以赢得对方信任。 随后又以

注销账号需要清空贷款额度，指引受害者

从各大网贷平台借贷，并转账到指定的银

行账号。 民警提醒，网上贷款先交钱的都

是骗局。 此外，冒充网购客服以“产品质

量有问题、产品无法按时发货、快递损

坏”等理由进行所谓“退款”也是骗局。

活动中，一些“糖果”“奶茶”“可乐”

等吸引了辖区居民注意。 乍一看起来，

这些“奶茶”和市面上零售的速溶奶茶

区别不大，但仔细看会发现，这些“奶

茶”包装粗糙，没有生产日期、成分说明

和食用方法等标注。 而一旦喝了这种

“奶茶”，就和服用摇头丸一样，会产生

强烈的致幻效果。 天河区分局特勤大队

民警黄心怡特别提醒青少年学生，家长

要教会孩子拒绝这些不明来源的食品，

以免稀里糊涂成了毒品的受害者。

平安天河宣讲团携手长兴街办事处

为居民讲解安全防范知识

民警提醒，这

些 “奶茶”“可乐”

其实是毒品，家长

要提醒孩子小心

留意。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