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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动态 
央行发布条码支付规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条码（条形码、二维码等）支付规范，坚持小额、
便民定位，对条码支付风险防范能力进行分级，设臵了不同的日累计交易
限额。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条码支付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
使用便捷的优势，同时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风险防范不
到位等问题。秉承有效平衡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原则，研究制定了相应规
范。 

由于静态条码（如事先贴在墙上的二维码）易被篡改或变造，易携带
木马或病毒，央行规定，使用静态条码进行支付的，风险防范能力为 D
级，无论使用何种交易验证方式，同一客户银行或支付机构单日累计交易
金额应不超过 500元。例如，消费者在使用微信钱包扫描静态条码支付时，
单日使用零钱包支付的上限不超过 500元，同时微信关联的所有银行卡还
可以再独立获得 500元的支付上限。 

对于使用动态条码（如手机上实时生成的条码）进行支付的，风险防
范能力根据交易验证方式不同分为 A、B、C三级，同一客户单日累计交易
限额分别为自主约定、5000元、1000元。 

条码支付规范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新要求实施后，消费者在
街头商贩扫静态条码小额支付不受影响，也不影响商贩收款。（来源：本
刊编辑部整理） 

 
食药监总局约谈外卖平台负责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集体约谈主要网络餐饮服务平台负责人，
强调严格落实网络平台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从各个环节保证“舌尖
上的安全”。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副主任、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孙梅君在约谈会上说，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将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开办者必须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美团点评集团、百度外卖等平台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说，将会按照办法
要求，加强对商户入网的审查登记，提升餐饮服务质量安全，确保外卖客
户“舌尖上的安全”。（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市市场稽查局查办“冒牌银联” 

市市场稽查局查办一起“冒牌银联”案件。深圳深银联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傍名牌”侵犯了银联商标权，还涉嫌冒用商业信用中心名义进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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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宣传。最终，稽查局作出 45万元行政处罚，并责令其改正名称。 
今年 9月，市市场稽查局执法人员通过互联网风险监测系统发现，深

圳深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冒用商业信用中心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经
核查，深圳深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有名称为“中
国网络信贷银行网”的网站，开设有“乾壹金服”的互联网借贷平台，以
“深银联”以及“商业信用中心”的名义，将互联网借贷业务开展到遍布
湖北、湖南、山东等十几个省、自治区和 50多家地市级网店。 

深银联公司在经营场所以及商业合同中，使用银联标识以及“深银联 
Deep Union Pay”字样，侵犯了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第 4895750
号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深银联公司突出使用“深银联”三个字，造
成公众对于“银联”企业名称的混淆与误认，构成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深交警一周查处共享单车违法 1731宗 
深圳交警持续开展共享单车违法查处行动，自 12 月 20 日至 26 日，

一周时间共查处共享单车违法 1731宗。 
深圳交警以辖区交警大队为单位，分区域开展专项整治，每日安排百

余整治组，出动警力近千人，做到全市重点路口、路段全覆盖。同时，积
极协调各辖区综治、街道、义工组织，共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动
期间，重点针对非机动车、行人冲红灯、进入机动车道行驶、违法载人载
物、滑板车违法上路、翻越交通隔离设施、行人不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
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大整治。此外，深圳交警将行动期间查处的共享单车
交通违法数据提供给各共享单车企业，督促企业落实共享单车“禁骑令”。 

深圳市交警局指挥处勤务科副科长薛伟鹏表示，一周以来，全市共查
处行人及非机动车违法 31125 宗，其中行人违法 3377 宗、非机动车违法
27748 宗。查处共享单车交通违法 1731 宗，其中涉及企业较多的有：摩
拜 890宗、ofo（小黄）719宗、bluegogo（小蓝）13宗。 

共享单车驶入甚至停放在机动车道，会造成严重的交通隐患。对于将
共享单车停放在机动车道，故意拦截他人机动车，造成交通严重拥堵或交

通事故的，交警部门将依法处 2000 元罚款，15 日以下拘留。（来源：本
刊编辑部整理） 
 

深圳跨境快件大提速 
继启用新的国际快件运营中心后，深圳海关跨境快件邮件提速再放大

招。深圳海关把分散的快件和邮件监管业务进行整合，新设立“深圳国际
快件邮件监管中心”，并启动了快邮件 7×24 小时全天候通关模式。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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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和邮件夜间也无需等待可不间断流转，通关速度压缩三分之一以上。 
深圳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副处长李杰介绍，海关在快邮中心引入了“顺

势监管”理念，将海关监管嵌入到快件企业的运营流程中，实现了国际快
件包裹“智能分拣、集中查验、分区操作”，到深圳的国际快件通关时间
比以往缩短 1/3。 

海关对现有物流分拣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建设自动化分拣线 12条，
并通过在上线口设臵“智能分拣”功能，自动读取快件货物海关条码后，
根据海关指令实现货物自动化放行、查验、扣仓，放行快件自动下线装车
从卡口出区，查验、扣仓快件分别自动下线到海关查验区、暂存仓库，平
均每票货物从上线到放行耗时仅 22秒。 

深圳海关还自主开发快件中心管理系统，以快件舱单、报关单和企业
ERP生产数据为基础，对快件及运输工具建立电子底账，实现“入区建账、
出区核放、硬件联网、实时监控”，依据获得的企业真实数据，将海关监
管嵌入到快件企业的运营流程中，实现监管的前伸后移，拓展监管效率和
深度。全面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系统随机下达查验指令、随机选派
关员查验，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快件企业和收寄件人公开快件通关状态。（来
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龙岗区大数据管理局揭牌 

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管理局成立。此举表明，作为制造业大区的龙岗，
大数据管理将为该区由制造业大区迈向产业强区插上腾飞的翅膀，助推深
圳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龙岗区委书记张勇、区长戴斌等领导出席了揭牌
仪式。 

据了解，龙岗区大数据管理局有效整合提升了该区数据统筹办公室职
能，主要负责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统筹推进全区
信息化建设和大数据发展应用，打造数字龙岗；推动龙岗智慧城市建设，
优化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整合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资源，保障数据安全，
形成共享开放体系；推进数据强区建设，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
水平，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信息技术与

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 
同时，集城市运行管理、视频会议、智慧城市体验展示、政务数据机

房于一体的“智慧城市大脑”——龙岗智慧中心目前总体建设进展顺利。
该中心包含主体工程、智能化系统工程、城市运行管理 LED大屏幕、政务
机房、精装修、多功能厅、展示展厅、多媒体集成、IOC等 9个子项目，
其中，主体工程项目已于 2016 年 10 月初封顶，2017 年 10 月 10 日完成
初步验收，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中。（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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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全市使用医保移动支付绑定社会保障卡人数超过 210万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医保移动支付流程进行优化升级，大
大方便参保人，目前全市使用医保移动支付绑定社会保障卡人数超过 210
万。 

据了解，深圳在“互联网＋医保支付”领域先行先试，于 2016 年 6
月在全市开展医疗保险移动支付工作试点，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移动支
付。医保移动支付以发行金融社保卡为契机，以“深圳人社”实名认证体
系为基础，依托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实名认证体系，建立统一的绑卡、快捷
支付结算平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区属规模较大的公
立医院，搭建核心验证结算交互平台，借助移动互联网公司的用户平台、
支付技术及风控体系，与各医院合力打造移动支付平台，一键完成医保与
自费的移动支付。 

截至目前，医保移动支付已与支付宝、微信、平安集团、建设银行、
银联云闪付共 5 家支付平台建立合作关系，试点覆盖全市 32 家就诊频率
较大的市区公立医院，包括深圳市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
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市中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等。全市使用医保移动支付绑定社会保障卡人数超
过 210万，累计交易金额超过 8400万元。（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深圳人信用免押金额全国第二 
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发布 2017年全民账单显示，2017年，深圳支付

宝用户的移动支付比例持续上升，通过移动支付积累信用，去年深圳人信
用免押金超过 15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第二。 

支付宝全民账单显示，2017年深圳市的移动支付占比创下新高,移动
支付占比飙升的原因之一是支付宝收钱码的普及。一年来，全国超过 4000
万小商家，靠这张二维码贴纸实现了收银环节的数字化。深圳有 126万小
商家申领收钱码，不管是在餐厅买单、商店购物，还是抓娃娃机和烤红薯
摊，甚至街头艺人，都能支持手机支付。 

公共交通是城市出行最重要的方式。随着技术突破，2017 年 7 月，
深圳的 12 路、17 路、28 路、213 路和 B683 路开始试点支付宝乘公交车
了。未来，深圳所有的公交车都可以用手机扫一扫付款。 

深圳各公共服务部门通过在支付宝上开设“窗口”，深圳市民不用出
行，坐在家中也能缴费、办事。2017 年，深圳市民访问支付宝“城市服
务”的人次比上年增长 263%。其中最受民众欢迎的三项服务是深圳公积
金、社保查询和电子社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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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购物、出行都能不用钱包的这一便利，也正延伸至更多国家和
地区。2017 年，支付宝加快了伴随中国人走出去的脚步：累计接入了 36
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商户。这一年，深圳人也更爱出境玩了，出境
游的支付笔数比上年多了 338%。（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2017年广东快递包裹数量全国第一 
刚刚过去的 2017年，物流业再创新历史，快递进入 1天 1亿件时代。

菜鸟网络联合快递企业发布 2017 年包裹大数据排行，通过智慧技术和行
业大协同，各大快递企业画出了一条中国快递业特有的神奇曲线。 

“剁手”技术哪家强？菜鸟数据显示，广东、浙江、江苏收到的包裹
排名前三，上海第六，北京却未能挤入前十。第四至十名分别是山东、河
南、上海、福建、四川、湖北和河北。从城市来看，杭州已经稳坐一线，
北上广深杭购买力最强。前十名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
州、苏州、重庆、成都、东莞和武汉。 

按代际划分，50后人群虽然大多年过花甲，但包裹占总量 1.03%，甚
至超过 00后的 0.77%。其中，80后、90后是绝对主力，各占近四成和三
成多，再次是 70后。 

大学生群体最爱买买买，在快递量排名前十的高校中，江苏的高校在
前四中占据三席。十所学校分别是江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福建农林大
学、南通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昌大学、华
北电力大学和南京大学。（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同一天生日”网络募捐涉嫌违反慈善法 

针对日前受到关注的深圳“同一天生日”网络募捐事件，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此次募捐活动涉嫌违
反慈善法有关规定，正在进一步调查。 

该负责人表示，“同一天生日”网络募捐事件发生后，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于 12月 24日向深圳市民政局发出核查函，深圳市民政局当日启
动了调查，并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就目前掌握情况看，本次募捐活动

涉嫌违反了慈善法有关募捐信息发布的规定。本案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
调查核实，民政部门将会及时公开处理结果。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慈善法实施以来，网络公益成为引领社会向上行
善的新潮流，各级民政部门从保护捐赠人合法权益、增强公益慈善公信力
出发，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特别是对非法募捐行为予以重点关注、主动介
入，对违法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下一步，民政部将进一
步完善网络募捐监管、网上投诉举报，推动慈善组织全面履行信息公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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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推进慈善信用管理和联合惩戒，着力营造清朗的网络公益环境和社会
诚信氛围。（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深圳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市
住建局牵头建设了全市统一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经过迭代完善，租赁
平台 v1.0版本于 1月 1日正式上线。 

租赁平台 v1.0 版本具备“交易”属性，将打通用户在平台租房的线
上全流程，实现具有法律效力的“线上签约”。把“租房交易”的流程纳
入线上的“数据化”管理，是实现“智慧租房”的重要创新环节，也是“深
圳智慧租房”平台的重要创新亮点，它将为未来的推出更多便民功能提供
可靠的数据基础保障。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该平台使用的数字电子签约证
书，均为符合国家标准的线上签约电子产品，具备完整的时间戳和证据链
收集功能，签约流程及签约结果均具备法律效力，将为平台签约用户提供
合法可靠的法律效力保障。 

该版本已实现线上支付功能。线上支付已打通微信支付和银联支付两
种主流支付通道，用户在签约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腾讯、银联也
将给予平台大力支持，在产品上线试运营期间，微信支付及银联支付将不
对用户收取任何手续费用。（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媒体视点 

人民日报：互联网产品要尊重用户隐私 
支付宝用户个性化年度账单引发舆论热议。支付宝在不显眼处默认勾

选“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选项，既可以“直接向第三方提供相关信
息”，也有权“不支持撤销对第三方的信息查询授权”。你公开分享截图，
它默默分享数据。事发后，支付宝迅速作出整改，并反思称自己不尊重用
户知情权的行为“愚蠢至极”。 

信息时代，个人生活史，正被大数据这位“史官”精准编纂。你在网
易云音乐上哪一首单曲循环了百遍，哪一家饭店让你流连忘返，大数据记

得比你更清楚。然而，精准与透明总是一体两面。网购的痕迹，总会在第
一时间以“同类商品推荐”的镜像方式出现在各大网页，当数据如水银泻
地一般地在平台间共享，营销无比精准，却也让生活透明得让人“细思恐
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芝麻服务协议》并不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客观地说，面向万物互联的未来，数据的广泛共享是无法扭转的历史
趋势。平台间互相授权分享消费者信息，实现广告精准推送，既能“互通
有无”降低交易成本，也能“投其所好”提升用户体验。然而，便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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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安全。从互联网电信诈骗到门户网站撞库风险，因信息泄露酿成的悲
剧早非“想象的风险”。潘多拉的魔盒打开容易，合上却太难。退一步说，
即使数据分享不可避免，如何分享就是关键。用户知情与否，有选择权还
是没选择权，有着霄壤之别。 

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保护个人数据权利的问题。尽管事实上，99%的
人可能都不会读完一份用户协议，但将选择权交给用户，应是互联网行业
的黄金法则。从国际通行的互联网规则看，有“Opt-in”（选择进入机制）
与“Opt-out”（选择退出机制）两种机制。对于地理位臵、敏感信息的共
享，必须经个人点头同意，运营商方能开启；对于精准投放的广告等，只
要用户选择退出，运营商就不能再出于精准广告目的收集、使用其个人信
息。换句话说，互联网的产品设计需要“以用户为中心”，互联网的安全
保护同样需要“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尊重用户的隐私权和选择权。 

更深层次上说，服务协议是默认打钩还是用户打钩，关系到互联网企
业能否慎用“数据权力”。十多年来，尽管网络安全风险一直存在，但是
大众心理依然走出了一条从担心“电子钱包里的钱会被偷走”到无所顾忌
随手扫码买买买的折线，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互联网大公司更有操守”的
朴素信念。但是，当 BAT 等互联网大公司成为手握 10 亿级用户的“数据
王国”，如何保证它们节制手中的“数据权力”，如何确保企业“数据权力”
不凌驾于个人“数据权利”，亟待网络安全法之外，有更细致的规则来立
界。 

互联网数据规则，必须跟得上互联网数字生活。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互
联网公司剑指世界级，所要仰仗的不应仅仅是世界级的用户市场，更应是
世界级的互联网伦理与规则。只有当每一个参与主体能发现用户更能尊重
用户，能重视网络红利更能重视网络治理，中国才算得上真正的网络强国。
这正是：晒账单数据狂欢，有保障方买心安。（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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