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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我国安全人才至少有100万缺口

本报记者 闵杰

网络安全是
高智商的知识密
集型行业，主要
发生在黑客与安
全团队的对抗之
间，我国安全人
才至少有100万
的缺口。面对百
万人才缺口，高
校培养并不够
用，应该鼓励社
会办学。

“

”
3月5日，在政协九三学社小组

讨论会结束后，全国政协委员、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接受了

《中国电子报》记者现场专访。他表

示，网络安全是高智商的知识密集

型行业，主要发生在黑客与安全团

队的对抗之间，我国安全人才至少

有100万的缺口。面对百万人才缺

口，高校培养并不够用，应该鼓励社

会办学，像蓝翔技校一样大批量培

养安全人才。

周鸿祎说，在中国的创新战略

中，互联网技术被给予很大期望，我

们感到很振奋，但是互联网是双刃

剑，会带来安全问题。今天我们的

系统越复杂，产生漏洞的概率也越

大，被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

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这些将物理世界和

虚拟世界连接的网络技术发展起来

后，大安全问题也应被重视。希望

国家从顶层设计上界定网络安全的

规则。

周鸿祎告诉记者：“工业互联网

现在已经成为各国网络战的主要目

标，比如去年勒索病毒爆发，中国

70%的受害企业是工业企业。工业

系统设计复杂，原来设计时基本没

有考虑安全防守的问题，目前工业

互联网面临的形式非常严峻，我的

提案是希望国家加大对工业互联网

的安全防护投入。”

周鸿祎还谈到，在网络世界里，

各个机构、个体的网络是一个整体，

有些机构被查到其网络有漏洞、被

告知有漏洞，但是仍不打补丁，而且

还选择遮盖和隐瞒的策略，对整个

网络安全构成威胁。他建议，应该

学习国外鼓励机构在被攻击后及时

公布漏洞的做法，建立和完善网络

安全应急事件的处理流程。

周鸿祎认为，网络安全是高智

商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主要发生在

黑客与安全团队的对抗之间，我国

安全人才至少有100万的缺口。他

之前曾向国家提出加大网络安全人

才培养力度的建议，现在也被采纳

并实施。比如一些高校将网络安全

作为学校的一级学科、成立网络安

全学院等。但是，周鸿祎认为，面对

百万的人才缺口，高校培养的人才

还不够用，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像蓝翔技校一样大批量培养网络安

全技术人才。

安全与隐私是相伴相生的话

题，周鸿祎认为，隐私保护有两方

面，一方面是防止黑客、罪犯偷窃用

户隐私，我们主要通过在手机电脑

上安装安全软件，提高网上打补丁

的速度、防止网站被攻破的方法来

规避；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公司使用

用户数据的问题。一直以来，很多

互联网公司认为这些数据是其公司

资产，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从而

造成了用户数据信息的滥用。

周鸿祎建议，第一，明确用户数

据信息是用户个人资产，如果用户

有一天不再使用互联网公司的服

务，用户有权利要求互联网公司、互

联网公司也有责任把相关数据从服

务器上删除。第二，保障用户对数

据信息使用的知情权、选择权，不论

互联网公司给用户提供的是免费服

务还是收费服务，两者之间都是存

在契约关系。第三，明确互联网公

司保护用户数据信息安全的责任，

国家应该尽快立法明确互联网公司

在用户数据信息保护方面的义务与

责任，确保用户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作为互联网公司，360 的主业

是网络安全，但也涉猎儿童手表、摄

像头、智能路由器、行车记录仪等智

能硬件。周鸿祎告诉记者，在智能

硬件生态链中，未来 360 将打造安

全智能硬件生态。但是360不可能

什么都做，而是联合硬件创业企业

一起做智能硬件。360的主要定位

是提供安全服务，提供更加安全的

智能硬件。

拥有百年发展历史的中国普天作为信息

通信领域的骨干企业，一直承担着国家信息

通信建设的重大使命，也是最早进入充分竞

争市场的央企。在竞争中，中国普天实现了从

单一的通信设备商向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和综合运营服务商的转型。今天，市场快

速变化、科技日新月异，国家对央企的期盼是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企

业，中国普天将如何践行？在两会期间，中国

普天董事、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陶雄强接受

了《中国电子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高质量

发展阶段更关注创新、关注绿色、关注共享经

济，这些新经济的支撑是信息通信、物联网、

大数据技术，而普天正好是这些技术的核心

支撑单位，这对普天是很大的机遇。

从创新入手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普天扩大规模发

展，经济持续保持健康平稳增长，营业收入连

续增长幅度高于中央企业平均水平，资产质

量和负债水平均好于中央企业平均水平，国

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和经营增长状况均处于电

子行业良好水平。实现了收入翻番。

目前普天产业发展分三大板块，一是基于

信息通信，发展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是

以信息通信为主体的大产业平台；二是把信息

通信运用到绿色能源、电动车领域的新能源产

业板块；三是把信息通信应用到金融、应用到

工业制造的工业自动化和金融电子板块。

陶雄强说，在发展这三个产业板块的同

时，有一批企业跟不上信息化的进程。我们把

这些多余的厂房、产能，发展成科技园、发展

成孵化器，形成了双创平台，成为普天的重要

业务板块。到现在为止，普天已经在 11 个城

市发展了13个科技园、7个孵化器，地处北京

的普天实业和普天德胜两个园区去年一年交

税 6.65 亿元，带动 1.35 万人就业，培育出 22

个上市公司。用过剩的产能发展双创园，为社

会做出贡献，也为普天带来了价值，实现了市

场化资源配置。

同时，普天对内大力倡导创新。在国家创

新驱动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普天积极推进科

研机构的建设，现有27个研发、测试机构（包

括 4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3个国家工程

实验室），28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普天集团

累计拥有授权专利 2000 多项，其中 1/3 是发

明专利，在央企专利授权数排名第 40 位左

右。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分别

是“TD-SCDMA 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及产业

化应用”和“DTMB 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

关键技术及应用”。

普天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与行业标准的

制定，其中“TD-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系统行业标准”获2014年度中国通信标准化

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基于离散窄带频谱

的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研发与应用”获2017年

中国无线电协会无线电管理科技一等奖。

陶雄强告诉记者，自 2008 年开始，普天

全面布局专网通信，推出国内首套具有自主

知 识 产 权 的 数 字 集 群 系 统 和 首 套 采 用

TD-LTE技术的宽带多媒体集群系统，目前

在专网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在数字集群领

域，普天推出了中国首套基于 TETRA 标准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集群通信系

统，打破了国外公司 10 余年的产品垄断，目

前数字集群系统已经在 20 多个省实现了规

模应用。

在5G领域，普天的创新更多聚焦于应用

需求。除增强的移动宽带场景外，5G 标准体

系又增加了低功耗大连接场景和低时延高可

靠场景，用于物联网、车联网的应用。陶雄强

说，普天 2009 年便从整合低频段零散、碎片

频谱角度，开发了 LTE230系统，运用载波聚

合和频谱感知技术，解决了电力无线专网频

谱资源缺乏问题，实现了低成本广覆盖，并成

为电力无线专网的主要技术手段。随着5G技

术的演进，电力无线专网也将应用 5G技术，

进一步提升系统覆盖、终端连接量、传输可靠

性并降低系统时延。

从需求出发布局战略性产业

作为央企，普天一直紧跟国家发展战

略，在绿色能源、“互联网+”等领域，以市

场为驱动切入各行业的信息化应用。

“普天对低碳绿色一直很关注。”陶雄

强说，“绿色能源也是信息通信对新能源应

用的延伸，我们拥有网络技术、智能卡技

术，将这些技术优势应用到电动车充电运

营服务中，建设了全程全网的电动车运营

智能管理网络。”

电动车取代汽油车是大势所趋。陶雄

强指出，从欧洲国家来看，大概在 2035—

2040 年左右，将限制汽油车，全面推行电

动车。中国目前正在展开讨论，最终也会定

出时间表。限制电动车发展很大的阻碍是

续航里程短，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续航里程

已经从100公里发展到300公里，现在研究

的石墨烯技术如果成熟，可以达到1000多

公里，未来应用空间非常大。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普天新能源在

线上建成覆盖全国的智能管理云平台，线下

建成业务覆盖多城市、累计充电量前两位的

全国性充电运营服务网络，特别是在公交、

出租、分时租赁等专用网络方面处于优势地

位。目前已经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20多

个核心城市提供充电运营服务，在全国已建设

1.6万个充电桩，运营服务车辆超过5万辆，累

计充电量8.13亿度，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信息通信实际是一个管道，随着 3G、

4G到5G的发展，管道的承载能力越来越强，

可以承载更大的数据量，可以带动物联网发

展。”陶雄强说，“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会采集越

来越多的数据，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大数据应

用和人工智能产品，按照这一逻辑，普天介入

了物联网应用，进而介入了‘互联网+’的应

用。”目前普天在互联网+政务、行业、民生等

多个领域有很多应用案例。

在“互联网+政务”方面，普天推出平安

城市、雪亮工程解决方案并实现应用落地，通

过高清摄像头建立城市的社会治安立体化防

控工程，目前已经能够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

人脸识别系统。在“互联网+行业”方面，普天

推出了智能电网、智慧油田、智慧园区方案并

实现落地。在“互联网+民生”方面，普天推出

智慧社区、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方案，应用也

实现落地。

陶雄强说，“互联网+”的应用涉及方方

面面，普天至少在10多个行业都在推动这些

解决方案，在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到各领域的

过程中，针对需求提供方案。

服务民生深耕智慧养老领域

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计委日前确定了

几十家智慧养老的示范单位，普天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排到了三部门养老示范的第一位，意

味着普天在这一领域的开拓得到了政府、行业

的认可。作为信息通信企业，普天为何会涉足

养老产业，又靠什么获得政府和行业认可呢？

陶雄强说，普天进入养老产业看到两个

需求：一是中国社会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时

代，2017年年底，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有 2.3

亿人，占总人口的16.7%。中国正在走向老龄

化，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一定是时代难题，需

要解决；二是政府关心解决老龄问题，需要通

过信息化手段保证政府补贴落实到位。

普天从两个维度介入养老产业。第一个维

度是针对健康出方案，形成有竞争力的健康服

务领域的智能产品和服务平台。针对老年人需

求，普天开发出养老床垫、智能轮椅等产品。通

过床垫上的传感器，可以测知人的呼吸、心跳。

为防止老人从床上跌落长时间发现不了，老人

离床会进行报警。普天和北京宣武医院建立

的脑卒中防治系统，可将医疗技术通过远程

医疗的方式输送到社区医院、偏远地区医院，

控制脑卒中从发病到治疗在4个小时黄金期

内，因为黄金期一过就可能不可逆了，变成中

风。中国中风比例远高于欧美国家，因为他们

的医疗水平高、治疗及时，所以致残率低，因

此我们必须用现代的信息化手段来解决。

第二个纬度是建设“互联网+养老”平

台。普天“互联网+养老”平台把老人、服务单

位、政府、平台商几方联系起来。陶雄强说，通

过这个平台，首先把老人的需求量化，便于寻

找服务商，其次对服务质量进行纪录、评价和

考核。政府为养老提供的补贴也一目了然，平

台上服务商的服务记录使补贴用法用度清楚

明白。通过这种方式，使得老人、服务商、政府

跟平台商有效地结合起来。

普天智慧养老还有线下优势。在三亚，普

天注重整合和培育本地社会化养老服务资

源，2017年中标天涯区、吉阳区“政府购买养

老机构服务社区居家养老项目”，普天为近

2000户特定老年人群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并

延伸到老人的生活服务。在东营，普天以市场

收益反哺兜底服务，解决“老无所依”的部分

老人的养老问题，用高端 10%用户的收益来

反哺 30%的政府购买服务用户，使得更多的

老人能够享受到满意的养老服务。

陶雄强最后说，国家在深化改革，新时

代对创新的要求不断提高，普天也将继续

深化改革，加大创新力度，以普天智慧服务

民生。 （刘 晶）

中国普天董事、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陶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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