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改善和
提升社会信用环境，人民银行初步建立
起征信宣传教育体系的长效机制。

2017年 4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
理局、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APEC工商理事会联合举办“个人信息
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
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形成了关于加强征
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三项基本原则和
五项基本共识。对厘清社会各界对“征
信”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对提高征信
领域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对征信市场规
范、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人民银行还组织金融机构、

征信机构、评级机构开展了系列征信宣传
活动，征信宣传教育活动覆盖的广度和深
度不断扩大，帮助更多社会公众准确认识
征信及其相关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在常规性征信宣传方面，各地
分支行根据年初征信工作统一部署，结合
本辖区实际，突出地方特色，自行谋划，组
织辖内金融机构、征信机构开展“进机关、
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等常规
性征信宣传活动。在重大节日和重要节点
如“春节”、“元宵节”、“3·15”等，则以现场
宣传、案例选编、知识竞赛等形式，对社会
公众开展征信宣传活动。此外，从2008年
开始，人民银行每年都举办“6·14信用记

录关爱日”活动。以2017年为例，近20万
个金融机构网点、6780个政府相关部门、
300多家征信机构、评级机构参与了征信
宣传活动，9049家大中小学校开展了征
信专业教育和普及教育活动，总人数达到
2101万人。

今年，正值《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五
周年，人民银行将通过系列征信宣传活
动，形成人民银行推动主导，地方政府大
力支持、金融机构、征信机构、评级机构等
全面参与、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的全国联
动、合力推进的宣传态势，引导社会公众
准确认识征信及其相关作用，在全社会形
成“学征信、懂征信、用征信”的浓厚氛围。

构筑征信信息安全“防护墙”

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征信业管理条例》2013年出台后，我国征信管理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人民银行对征信合规管理力度不

断增强，征信宣传教育体系的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全面构筑起征信信息安全的“防护墙”。今年，正值《征信业管理

条例》颁布五周年，据悉，人民银行将通过系列征信宣传活动，形成人民银行推动主导，地方政府大力支持、金融

机构、征信机构、评级机构等全面参与、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的全国联动、合力推进的宣传态势，引导社会公众准确

认识征信及其相关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学征信、懂征信、用征信”的浓厚氛围。

据介绍，《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五年
来，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征信业管理条
例》为主，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行业标准构成的多层次征信法规
制度体系，在保障征信信息安全和信息主
体权益的前提下，在制度层面为征信体系
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征信业管理
条例》，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征信机构管
理办法》、《企业征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
《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等一系列制度及行
业标准，规范了征信机构等市场准入，明
确了征信业务活动规则。2016、2017年，人
民银行分别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
征信合规管理工作的通知》（银发〔2016〕
300号）、2016年出台了《企业征信机构备
案管理办法》（银发（2016）253号）、《中国

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征信系统查询
用户信息管理的通知》（银办发〔2017〕164
号）等规范性文件；强化制度、监管、技术
等方面机制建设，提升征信信息安全管理
水平，规范征信市场的发展。此外，人民银
行会同发改委、证监会等部门联合起草了
《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拟就评级程
序、业务规则、监督管理等建立跨市场统
一的监管框架。

为进一步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今年4月，人民银行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的通
知》（银发〔2018〕102号），要求提升征信信
息安全问题的认识，加强制度、监管、技术
等方面的建设，补齐短板，从严问责，切实
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确保不发生征信信息
安全事件。

据了解，为加强征信合规管理，牢牢
守住征信信息安全防控风险底线，人民银
行大力建立健全征信合规管理，加大现场
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力度，通过“人防+
技防”建设夯实征信信息安全防线，有效
遏制了征信信息泄露风险。

卓有成效的做法总结起来有七大方
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征信管理监测系统。
人民银行建立了日常业务报备制度，建
设了征信管理监测系统和违约率检验系
统，开发运行信息主体救济管理子系统。
从 2011 到 2017 年，共受理投诉业务 621
笔，办结率达到 100%，维权管理水平得到
有效提高。二是自上而下建立征信合规
工作例会制度。为完善征信合规管理沟
通协调机制，人民银行自上而下建立了
征信合规工作例会制度。三是完善征信

合规非现场监管工作机制。以风险和问
题为导向，建立和完善征信非现场监管
工作机制。四是推广使用信用报告查询
前置系统。五是持续组织开展征信合规
执法检查。据统计，2017年各级人民银行
共对 17600多家信贷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开展了执法检查，对发现的提供个人不
良信息未履行告知义务、未经信息主体
授权查询征信信息、未按约定用途使用
征信信息、违规向第三方提供征信信息、
征信异议处理超过法定期限等问题，依
法进行严肃处理。六是开展征信从业人
员合规教育轮训。七是大力整顿征信市
场乱象。

人民银行通过持之以恒抓好征信信
息风险防范工作，更好地维护了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

开展宣传教育 提高社会信息保护意识

构建法规制度体系 保障征信信息安全

“人防+技防”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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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轻视沙特、
防好对手重点球员

尽管热身赛中难求一胜，但
来自亚洲的沙特队在西班牙新
帅皮济的带领下却渐有起色，加
上有 10号萨赫拉维、18号多萨
里和 8号谢赫里构成的技术流
攻击线很有威胁，在热身赛中已
7场不胜的俄罗斯队没有轻视对
手的理由。

在近期对意大利和德国队
的热身赛中，尽管均以1:2小负，
但沙特队的整体攻防很有起色，
且锋线上的萨赫拉维、穆瓦拉德
和中场多萨里、法拉杰和贾希姆

等都展现出不错的一对一
能力，尤其是在 4231 或
4321阵型中踢左前卫的多

萨 里 和 王
牌 前 锋 萨
赫 拉 维 突
破 能 力 很
强，需要备

受伤病打击、人
员变化不停的俄罗斯

防线给予重点盯防。
俄罗斯队的后卫线隐

患很大，由于一系列伤病，主帅
切尔切索夫不得不临时召回已
近 39 岁的老中卫伊格纳舍维
奇，而其三中卫的组合一直换个
不停，可能连切尔切索夫自己都

还在犹豫揭幕战中究
竟该派出怎样的首发
中卫组合。不过可以
肯定的是，俄罗斯队
的三中卫体系速度偏
慢、且磨合较少，沙特

的多萨里和萨赫拉维有能力从
中寻求突破。而在国际足联排行
榜上，仅排在第 70名的俄罗斯
比沙特队还要低三位，东道主更
没有轻视对手的理由。

■其次，攻字为上
俄罗斯队首战必须以积极

进攻为指导思想，在中前场用
人上不可保守。东道主毫无疑
问想在首战中从同组实力相对
较弱的沙特队身上全取三分，
为小组出线锁定必需的筹码，
毕竟此后的埃及队不好对付，
而乌拉圭队更是兵强马壮。然
而，俄罗斯队主帅切尔切索夫
执教思路略偏保守，倾向使用
3421阵型和两名防守型后腰的
俄罗斯在热身赛中表现一般，
未能充分发挥进攻威力。对沙
特队之战，正确的指导思想是
在阵型和用人方面倾向于进
攻，俄罗斯队有足够优秀的进
攻球员，只要对他们委以重任
并发挥出其进攻威力，则擒下
沙特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用好戈洛文和
米兰丘克兄弟

从热身赛的种种迹象来
看，切尔切索夫在揭幕战中将
使用偏于进攻的 3421 阵型，在
门将位置上阿金费耶夫将首
发；后卫线上伊格纳舍维奇将
确定首发，其余两人可能是库
德里亚绍夫和斯莫洛夫；在中
场的两翼将由萨梅多夫和日尔
科夫两员老将担纲，而双后腰

基本是偏于防守的库兹亚耶夫
和佐布宁；在双前腰位置上，效
力于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的攻击
型中场戈洛文将占据一个主力
位置，而另一个位置将由扎戈
耶夫或阿·米兰丘克担任；单前
锋为能力全面的斯莫洛夫。

戈洛文是这支俄罗斯队最
为才华横溢的球员，年仅 22岁
的他拥有远超这个年纪的球场
气度，他是整个球队的进攻策源
地，球一旦到了他脚下就会变得
合理，他的组织和梳理堪称大师
级，但戈洛文是典型的需要球权
的球员，在前腰位置上如果不能
更多得到球权，倒不如将其回撤
至后腰进行拿球组织，而如果出
现在前腰位置上的是扎戈耶夫
或阿·米兰丘克，则这个阵容的
整体攻击力将更加强大。

阿·米兰丘克和安·米兰丘
克是俄罗斯队可以倚重的双胞
胎进攻组合，效力于莫斯科火车
头的他俩是球队的双刃攻击线，
22岁的哥哥阿·米兰丘克擅长左
脚，是阵中最有撕裂对方防线能
力的攻击型前腰，他很有可能获
得首发位置，而弟弟安·米兰丘
克则是擅长突破和传中的右脚
选手，他将作为右前卫萨梅多夫
的替补，有望在打不开局面时上
场，只是切尔切索夫的换人时机
不能太晚。

综上，只要东道主做好以上
三点，则揭幕战在 12年来首进
世界杯的沙特身上取得开门红
的希望很大。

据新华社

揭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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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23：00 沙特世界杯盛宴
怎么会少了中国？
今天，世界杯就开幕了，这是球迷们四年一度的狂欢。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踢进世界杯，但丝毫没有

影响大家的热情，据说中国球迷已经买走了4万多张俄罗斯世界杯球票，位居各国购票数的第九名。
近日白岩松更是吐槽说：“俄罗斯世界杯，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其他都去了。”其实他说的没错，今年

的俄罗斯世界杯都有哪些中国元素？我们一起来看看！

赞助商7家是中国的
根据世界杯官网显示，世界杯三个级别赞助商分别包括万达、海信、蒙牛、VIVO、雅迪五家企业。
指点艺境和帝牌两家企业也正式成为世界杯亚洲区赞助商，至此，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已达7家，创历史最高

纪录，打破美日企业包揽国际体育盛会的局面。

吉祥物足球是中国产的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吉祥物，一头名叫“扎比瓦卡”的西伯利亚平原狼是中国制造的。官方授权商孚德，是阿
里1688商家，独家负责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在全球范围（除主办国俄罗斯）的定价、生产与销售。孚德还一举拿下了
赛事周边近100种相关商品的授权，如毛绒玩具、马克杯、钥匙扣、球衣等。

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也是中国制造的，这家东莞公司引进国内首条自动化生产线，一天可以生产1000个足球，每
个足球都印有二维码。

场馆电梯是中国造的

俄罗斯7个新建比赛场，中国远大博林特拿下莫尔多瓦和萨马拉两个竞技场共计
67台电梯合同，他的对手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北欧等老牌电梯“列强”。

10万只小龙虾是中国的
运载着 10万只小龙虾的中欧班列在武汉吴家山火车站发车，从满洲里出境，途

经叶卡捷琳堡，预计用时17天抵达莫斯科，送入俄罗斯餐馆和酒吧。各国球迷都能尝
尝咱中国美食了。

护旗手中有中国小将

每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都要
在全世界范围选拔出色的足球小
将担任世界杯护旗手。江西南昌，
赛场表现出色的汪祺和另外两位
足球小将，成功入选今年世界杯
护旗手。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丹寨县的莫秋、王邦建、周璐
璐、杨昌胜、蒋啸、汪美仑六名小
将成为世界杯护旗手，也将出现
在莫斯科。

陕西师范大学金泰丝路花城
学校牛梦轩和王楠两名学生，也
入选世界杯护旗手。

世界杯还没开打，中国制造业的“中国队”已经率先破门拔
得头筹！

中国制造能做到的，中国足球，还会远吗？
人民网

东道主如何拒绝
沙特爆冷？

莫斯科当地时间14日晚6点，全球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能容纳8万人的卢日尼基体育
场揭幕。面对实力往往被低估的沙特阿拉伯队，东道主要想取胜其实并非易事，要想拒绝“沙漠
雄鹰”爆冷，俄罗斯队必须做好以下三方面，而22岁的天才中场戈洛文和年轻的米兰丘克兄弟
组成的攻击组合很有可能成为俄罗斯队取胜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