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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野生动物园规定，不
录入人脸信息将影响该公园年卡的
正常使用，引起社会关注。

当前，公民的指纹、面部特征等
生物特征信息是否面临被过度采集
的风险？哪些主体正在获取我们的
生物特征信息？相关信息保护在哪
些方面亟需补强？新华社记者就此
展开调查。

公众生物特征信息
屡遭过度收集

记者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薛军教授处了解到，当前，人脸、指纹
等个人生物特征信息已经成为身份
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之外，过度
搜集公民信息案件中新的“重灾区”。

同时，由于生物特征信息与个人
财产、人格权益之间的联系日趋紧
密，信息一旦丢失或失控，将给信息
所有者造成巨大且难以挽回的损失。

这并非杞人忧天。2019年2月深
圳某人脸识别企业被证实发生数据
泄露事件，超过 250 万人的核心数据
可被获取，680万条记录泄露，其中包
括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图像及 GPS
位置记录等。

一些软件也涉嫌过度采集用户
的生物特征信息。此前，中国消费者
协会曾发布《100 款 App 个人信息收
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报告》。报告显示
测评的 100 款 App 中，10 款 App 涉嫌
过度收集个人生物特征信息。一度
成为互联网热门应用的某换脸软件
开发企业，也在今年 9 月因涉嫌未依
法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被工
信部约谈。

有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视频识
别安全专家向记者透露，当前存在为
数不少的不法分子、数据黑灰产从业
者为通过实人认证，达到注册虚假账
号或者直接侵犯他人账号的目的，需
要相应的人脸信息，甚至在国内已催
生出一定规模的“过脸产业”。

记者搜索互联网，发现网络论坛
中存在大量针对电商平台、特定设备
的“过脸”技术解答，甚至有完整“过
脸”技术教程，包括软件选择、脚本设
置等。一些网站上还有“过脸软件”
代码链接，随意供人下载。

我们的生物特征信
息流入何处？是否安全？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是谁热

衷于记录和储存我们的生物特征信
息呢？奇安信网络安全研究中心主
任裴智勇告诉记者，当前大致有三类
主体。

首先是部分视频监控的运营主
体。比如通过商场酒店、会议场馆等
公共场所视频设备采集信息。

其次是一些公共职能部门、大型
互联网企业、商业机构等，经过用户
授权，采集包含用户个人生物特征的
数据信息。

第三是科研机构因为科研需要
收集使用，如存储一定规模的样本供
人工智能进行学习、训练。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
研究所教授李玺表示，目前公民生物
特征信息的主要采集储存主体提供
信息安全保护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
信息公开透明度也不够，容易导致海
量信息面临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透露，目前
在授权采集过程中，大量商业主体为
降低自身成本，通过格式条款或单方
告知的形式“逼”处于弱势地位的公
众出让生物特征信息，甚至在合同约
定中暗含自我免责条款。这些都不
利于相关信息保护。

“未来也不排除根据收集来的数
据重建个人生物识别特征的可能，比

如3D打印技术‘复刻’人脸。到那时
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就不仅仅是虚拟
世界被入侵，而是现实生活中被冒
充。”奇安信集团副总裁左英男说。

正、邪技术力量仍将
缠斗 法律空白亟需填补

受访网络安全专家认为，人脸、
指纹、虹膜甚至基因，生物特征信息
因其随身性、唯一性，将被愈加广泛
地应用于金融、购物、安全等生活场
景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其可复制性
则同样决定了围绕信息安全技术所
展开的“道魔之争”将长期持续。

记者了解到，目前针对“换脸”潜
在的风险，技术层面主要可以通过

“活体检测+人脸比对识别”应对，同
时通过翻拍、3D结构光、多维度生物
特征信息等辅助技术，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相关技术的安全性。

有专家认为，当前相关法律规范
层面的缺位同样亟需填补。

据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姜海斌律师介绍，我国网络安全
法规定了“谁收集、谁负责”的原则，
并规定收集个人信息须经被收集者
同意，其中包括个人生物特征信息。

但对于收集相关信息主体需要提供
何种程度的保护力量、如何评估与公
开、公民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层级、
具体保护措施等关键问题，目前均尚
未制定具强制力的法律规范。

2018 年 5 月，全国信息安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颁布实施《信息安全技
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作为推荐性
国家标准，其中将生物识别信息等明
确归为“一旦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
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极易导致
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歧视
性待遇等”的个人敏感信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
龙卫球认为，该标准针对个人信息收
集、保存、使用、委托处理等环节提出
要求，落地网络安全法的原则性规
定，填补国内个人信息保护在实践标
准上的空白，为企业进行个人信息保
护合规提供具体指引。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个人信息
保护法立法进程。对此，薛军也建
议，应在立法层面需区分普通个人信
息和敏感个人信息。“针对个人敏感
信息，或可建立特许制度，就是说，如
无法律法规授权，即使在公民个人同
意的情况下，一般商家、私人机构等
也不得收集包含个人生物特征的敏
感信息。”

10月30号，沈阳看房考察团赴广西北海雅
居乐文旅北海金海湾项目，开始了为期4天的参
观考察之旅，北海就是一个温暖的城市，气候宜
人，四季如春，空气也十分纯净，被誉为中国最
大的城市氧吧。

近年来，越来越多候鸟选择来北海过冬，而
旅居北海去哪儿呢？自从去年雅居乐来到北
海，雅居乐金海湾就成了旅居北海的不二之选。

雅居乐金海湾，位于最具潜力的银滩东区，
3000 亩红树林与北海银滩在此一脉相连，在这
里，不止可以看银滩、赏红树林，生活也十分丰
富多彩，希尔顿五星级酒店、17万方海丝水乐园
等度假配套应有尽有。

在产品上，雅居乐金海湾规划80-144平精
装板式洋房，品质可以说是北海最高的了。限
时特惠7字头起，破底价圆你温暖海居梦，史无

前例，不容错过！据这里的项目负责人介绍，在
络绎不绝的看房团当中，来自辽宁的客户人数
最多，购买力最强，相信北部湾必将会成为人们
地产投资的又一片热土。

现推出三天两晚北海体验之旅，11月29日
至 12 月 1 日期间，北海旅居乐活节即将盛大启
幕，首个大型 3D 水幕光影秀震撼来袭，等你嗨
翻现场！

旅居北海置业首选 雅居乐金海湾圆你海居梦

“未来的文盲,就是现在不懂编程
的小孩”“不会写代码就丧失了网络
生存能力”……近来，大量引发家长
焦虑感的少儿编程广告，充斥于自媒
体和公共场所。“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继奥数、英语之后，少儿编程成
为最新教育培训热点。少儿编程如
此火爆，谁是幕后推手？家长是否应
该让孩子学编程？

“未来的文盲，就是现在不懂编
程的小孩”……近来，类似言论以广
告或软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自媒
体、公共场所及家长群里，且愈演愈
烈。一些名人纷纷为相关培训站
台。这一切给少儿编程笼罩了一层
高端、前瞻的色彩。

据了解，少儿编程课程分为两
类，一类是面向 6 岁以下孩子的简单
机器人拼搭式教育；一类面向 6 岁以
上小学阶段的儿童，以图形化、模块
化的编程语言在编程软件里创作情
景动画。

少儿编程课花费不菲。记者调
研市场发现，以 7 岁孩子每周上 1 节
课为例，线下课程一般一年 1 万到 2
万元，线上课程一年多在 5000 元左
右。

北京的罗女士在开学季给孩子
报了机器人培训班。“孩子马上要上

小学了，班上很多同学都在学机器
人，我们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罗女士
说，“现在的小孩子都是互联网时代
的原住民，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谁
都不知道，让他们从小接触编程应该
有必要。”

记者近日在天眼查上检索显示，
360 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含有“少
儿编程”，其中，在一年内注册的公司
有190余家。

某投行教育行业分析师孙瑞桃
说，目前超过60家少儿编程培训企业
公开融资，编程猫、核桃编程、西瓜创
客等在近两年均宣布亿元新融资，以
高瓴资本、红杉资本和北极光创投等
为代表的知名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好
未来、新东方等上市教育企业都已

“入场”。
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北京橙旭园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说，我
国少儿编程今年的市场规模大约有
50 亿元，未来两三年内预计还将有 3
到4倍增长。

少儿编程培训为何如此火爆？
首先是政策鼓励。中国人民大

学信息学院院长文继荣认为，人工智
能教育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让青少年适应数字化时
代的战略需要。

2017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

“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
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
的开发和推广。”

目前，北京、重庆、广州等地教育
部门都出台了人工智能课程逐步进
校园的规划。浙江省从2017年开始，
包括编程的信息技术已经纳入高考
选考科目。在政策鼓励下，资本纷纷
进入少儿编程培训市场。

不容否认的是，一些机构刻意
“制造焦虑”对少儿编程热推波助
澜。一位南京少儿编程创业者说，有
的公司员工冒充家长在家长论坛、家
长微信群和自媒体里发表一些制造
焦虑的言论，然后以“免费体验”的形
式吸引消费者。

“各个机构都拼命向家长传递政
策鼓励、大家都在学等信息，却不会
详细讲解编程到底如何能够培养儿
童的逻辑思维。”贝尔编程 CEO 林钊
仕说，近两年，少儿编程培训行业每
年投入的营销费用据估计超过 10 亿
元，一些机构通过“制造焦虑”来刺激
家长付费。

此外，培训机构的市场火热，也
与学校相关教育跟不上有关。“编程

和人工智能教育对学校的师资、教程
和硬件条件都有很高要求，并不是所
有学校都具备条件，很难马上纳入必
修课。培训机构满足了部分市场需
求。”文继荣说。

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学的朱同学
今年10岁，家长给他报了一家培训机
构的全年40课时线上课程。家长说，
一方面是因为孩子确实对图形化编
程感兴趣，另一方面学校开设的编程
课课时短、不深入。

人工智能编程技术的学习有明
显低龄化趋势，中学开始学，甚至小
学也开始学。是不是越早学习越
好？“要辩证看这个问题。”文继荣说，
让孩子早接触到人工智能，对成长有
帮助。然而，人工智能背后有数学、
统计、脑科学等多方面知识，中小学
生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家长在这个
阶段应以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
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崔聪聪认为，学编
程并非年纪越小越好。儿童的想象
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弥足珍贵，有些
编程培训班，教育方式不得当，可能
会让孩子形成机械的思维模式，对孩
子的全面发展未必是好事。

虽然资本一拥而上，但业内人士
认为，除了备受诟病的过度宣传，少儿

编程培训行业还存在其他不少问题。
目前，少儿编程培训行业创业的

门槛较低。天眼查显示，从事少儿编
程培训的190余家公司是在一年内注
册的，其中 127 家的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以下，且部分公司的资本金并未
实缴。

更重要的是，少儿编程的课程标
准及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培训质量参
差不齐。记者查询少儿编程教程，在
电商网站超过 200 册。陈斌说，现在
没有国家教育部门推荐的少儿编程
教材，一些机构的教材其实是东拼西
凑的，教师水平也参差不齐。

由于是新学科，家长对市场的甄
别能力也很有限。陪 5岁儿子上了 6
节编程培训课的刘先生说，面对培训
机构花样繁多的宣传，确实有点“选
择障碍”，“对于课程设置、教学目标、
学习方法我心里也没底，摸着石头过
河吧。”

“青少年到底需要怎样的人工智
能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和知识体系，
如何做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知识
衔接，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尝试。”
文继荣说，现在处于自由竞争阶段，
未来教育部门应发挥引导作用，聚合
各方智慧，并加快建立课程标准，提
高教学水平。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去动物园玩也要刷脸
谁来保护我们的生物特征信息？

“不学未来成文盲”，一年学费一两万元
谁是少儿编程热的幕后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