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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

这些“黑科技”为信息安全
保驾护航

用粉碎机粉碎一份文件，而文件的扫
描件竟被传输到电脑上；一个看似普通的
U盘插在电脑上，竟然会自动窃取电脑上
的文件。这些日常办公中的常见操作，其实
暗藏泄密风险。此次博览会上，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6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中国顶
尖的保密技术产品及应用，吹响了保密产
业发展的“集结号”。中孚信息、蓝盾、北信
源、瑞达等来自青岛高新区的诸多保密技
术明星企业悉数亮相。期间，记者看到不少
企业在展区进行了信息泄密演示，让人不
禁感叹网络环境的“危机四伏”。而这些参
展企业们带来的诸多保密“黑科技”武器，
让这场“泄密”与“保密”的战争变得更具看
点。

手机加密，传输数据是乱码

“我们平时用手机，会安装很多APP，
这些应用在安装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安全
提示，我们很多时候看都不看就选择了‘同
意’‘下一步’这些操作，其实这都可能存在
信息泄密的风险。”锐嘉科集团有限公司产
品中心总监蒋伟鹏向记者介绍手机使用中
的信息安全风险。
在青岛高新区展厅，这家摆满手机的

展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从外观上来
看，这些手机和普通手机相比，多了许多
“花哨”的设计，蒋伟鹏告诉记者，公司主要
针对煤矿、化工、军警、机场、安保等特定行
业或人群进行定制化手机生产，外观上的
一些设计是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应用环
境，手机更加抗摔打。更重要的是，这些手
机在信息传输方面更加安全，蒋伟鹏介绍，
在这些手机的主板上都使用了加密芯片，
采用国密的算法，在短信、微信等通讯数据
发送出去之前，会经过硬件和软件的加密
处理，这样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即使被拦截，
也只能获取到乱码。而且手机采用随身数
据备份，相较于云端备份数据，更加方便、
安全。

银行U盾，防“远程劫持”

除了手机通讯安全，日常生活中的互
联网金融安全也备受关注，在一旁的青岛
东方拓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拓讯），展台上则摆满了各种银行U盾、
硬件令牌，公司高级工程师曲真告诉记者，
这些U盾产品除了具备一般功能以外，还
内置了一个硬件确认按键，交易签名的动
作完全由用户自主控制，可以有效防范“远
程劫持”。“如果没有U盾，当我们的电脑遭
遇木马病毒时，我们在电脑上登录网银的
用户名和密码信息很容易就会被盗取，不
法分子能够自行登录我们的账号进行操
作。而现在交易操作必须有U盾这一硬件
来确认，U盾上的数字是一分钟一变化的，
这就能够保障我们的资金安全。”
另外，东方拓讯还首创了“所见即所

签”功能，曲真说：“其实这是一个行业发展
的必然趋势，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签名确
认的确是本人操作，但是中间数据被不法
分子截取了，可能你本来是要转账100块，
结果被人偷偷改成了一万块，现在要求在
进行操作时，必须能够在显示屏上看到转
账对象、转账金额，利用技术手段，保障你
所看到的，就是你签字确认的金融交易。”

“阅后即焚”功能上线

电视剧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在看完
秘密线报之后，为了防止信息泄露，人们往
往会把来信烧掉。的确，这种“阅后即焚”的
做法能够起到一定的保密作用。那么在如
今的互联网时代，一些重要的私人信息，为
了防止泄露，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阅后
即焚”的手段呢？
在这次保密技术交流大会上，北信源

信息技术（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信
源）就推出了一款用户私有化的即时通讯
软件“信源豆豆”，这款软件吸引了不少参
观者围观。据介绍，该产品可以实现私密信
息的定时、定点发送，并附加信息智能化删
除技术，保护用户信息安全。北信源移动互
联部产品经理朱建宇说：“数据都是私有
化、可控、安全的，我们有‘阅后即焚’的功
能，一些消息发送出去之后，过一段时间，
双方所收到的信息都会自动销毁掉。”
今年7月在高新区成立的北信源青岛

公司，是中国第一批自主品牌信息安全产
品及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已连续12年位
列全国终端安全管理市场占有率第一名，
常年为国家级、世界级会议和大型赛事等
保驾护航。

》》》丰硕成果

15个高端项目入驻，总投
资额38.5亿元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往往看到
了信息化社会带来的种种便利，却很少想
到这背后潜藏的信息风险，今年以来，诸多

被爆出的信息泄露事件，让个人信息安全
问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舆论焦点。华住
旗下多家酒店品牌疑似发生大规模信息泄
露事件，数据涉及约1 . 23亿条官网注册资
料、1 . 3亿条入住登记身份信息；有“暗网”
用户声称手握3亿条顺丰快递客户数据，
包括寄收件人姓名、地址、电话等个人信
息，并积极叫卖……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泄密隐
患风险随之不断增多。在今年的保密技术
交流大会上，360企业安全集团董事长齐
向东直言，过去保密产业更多集中在政务
领域，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保密产业的
外延迅速扩大，保密产业将会成为信息产
业的重要支柱，产业规模具备巨大的增长
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
据悉，今年的保密技术交流大会暨产

品博览会，是在2016年保密技术交流大会
暨产品博览会成果基础上，又一次专业性
更强、规模更大、供需双方参与数量更多的
信息安全保密科技行业盛会。同时，今年也
是青岛市第二次举办这一行业盛会。作为
本次大会的承办方之一，青岛高新区在10
月31日举办了保密招商推介会暨青岛保
密技术产业园入园企业签约仪式，360企
业安全青岛保密产业基地、启明星辰环黄

海区域网络安全运营中心、中孚信息安全
基地、何积丰院士可信软件中心、保密技术
产业基金等15个高端项目签约入驻，总投
资额达到38 . 5亿元。这些高端项目的入
驻，为高新区保密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
注入了活力。
“青岛高新区保密产业园的产业环境，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五年之内，
我们想成为国内信息安全领域芯片的领先
厂商甚至龙头企业，规模能达到十个亿，在
十年之内达到二十个亿以上。”方寸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洪柳，十分看好青
岛高新区在保密技术产业方面的发展前
景。

》》》产业发展

打造全国保密技术产业协
同创新示范区

大到国家安全，小到个人隐私，保密技
术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作为信
息产业的重要支柱，保密产业的布局对青
岛高新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软件信息产
业是青岛高新区重点发展的六大主导产业
之一，自然离不开保密产业的保驾护航。自
2016年，青岛高新区开始布局保密技术产
业并建立了我国首个国家级保密技术产业
园，一大批重要的国家级安全产业平台载
体和行业领军企业入驻，青岛高新区成为
保密技术产业新高地，而保密产业也为高
新区的发展“添薪续力”。

我国首个国家级保密技术
产业园

2016年10月，青岛高新区抢先布局发
展保密技术产业，与中国保密协会共建了
我国首个国家级保密技术产业园。揭牌当
天，就有10个项目集中签约入驻，其中包
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通院泰尔实验
室·青岛高新区联合实验室、固态硬盘控制
芯片、图形图像处理器（GPU）研发中心、
航空航天气动力结构分析软件系统等。
青岛保密技术产业园位于青岛高新区

的核心区域，分为A、B两个区域，其中，A
区一期建筑面积1 . 7万平方米，二期9万平
方米；B区蓝湾智谷建筑面积2 . 9万平方
米，园区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保密技术产业
协同创新示范区，保密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聚集区，中国信息安全专业服务集成引领
区。
产业园揭牌以来，吸引了一大批重要

的国家级安全产业平台载体和行业领军企
业入驻。今年8月23日，“青岛市与国家工
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签约仪式”在青岛府新大厦举行。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青岛高新区共建青岛工业信
息安全研究院，建设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基
地，搭建青岛市工业控制系统在线安全监
测平台，为青岛市乃至山东半岛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和重要工业控制系统运营单位提
供安全监测、风险预警以及工控安全攻防
对抗演练提供全方位安全技术服务等。研
究院的成立对青岛市输入工业信息安全保
障能力，确保国家“一网一库三平台”技术
标准统一、数据统一、实时联动，实现互联

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青岛工业信息安全研究院已经

在高新区计世高科产业园顺利落地，结合
青岛地区相关产业发展需要，研究院注册
成立了青岛赛昇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总经理唐旖浓介绍，公司将充分发挥国
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在工业信息
安全和工业信息化相关领域的产业基础和
优势，结合青岛地区相关产业发展需要，延
伸工业信息安全和工业信息化服务链条，
开展工业信息安全保障服务，工业信息化
推广、应用和解决方案，数据安全取证、保
全和评测服务，以及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构建市场化的业务体系。

揭牌两年，汇聚52家生态
圈企业

“我们对入区的企业提供免费的办公
空间，同时为企业提供微软的软硬件及其
他的一些服务支持，包括给企业提供每年
十万起的Azure云服务、Office365办公套
件和Power BI大数据可视化工具，以此
来助推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微软-云暨移
动技术孵化计划青岛信息技术孵化基地运
营经理李星辰说。
今年9月，青岛信息技术孵化基地在

青岛保密技术产业园正式启动。该基地依
托微软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扶持中小
企业创业创新发展，助力传统企业产业升
级，培养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人
才，力求打造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科技赋
能平台。
基地设立了未来城市体验中心和150

个工位的创业孵化场地，以保密产业为特
色，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主导方向，云计算、
大数据为辅，进行产业招商和孵化。基地能
够为入驻企业提供项目筛选及评估、项目
孵化、资源对接、创业培训、宣传推广等服
务，致力于打造全面、优质的企业孵化平
台。
揭牌两年，青岛高新区在保密技术产

业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聚焦“网络保密通
信、数据安全保密、保密技术服务、保密基
础软硬件、保密安防监控、保密工业软件”
六大保密产业细分领域，青岛保密技术产
业园实施了“顶尖人才引进、龙头企业集
聚、小巨人企业培育以及园区品牌创建”四
大行动计划。目前已引进工信部工业信息
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青岛分中心、工信部中
国芯安全测试中心、华通军工北斗导航研
发中心等重要的国家级安全产业平台载
体；已落户360企业信息安全、启明星辰、
蓝盾信息、中孚信息、北信源等多家企业以
及瑞达保密设备、杭州世平信息、申威芯片
及涉密整机、清华保密大数据分析处理等
项目。目前园区落户的保密技术企业达52
家，合同投资额50余亿元，已初步构建起
保密技术产业发展的生态圈。
以2018年保密技术交流大会成功举

办为契机，青岛高新区将一如既往地秉承
“亲商、重商、护商”的理念，为企业搭建快
速健康成长的平台，为项目发展提供全方
位的优质服务。依托青岛保密技术产业园，
加速集聚高端资源，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力
争到2020年，保密技术企业突破100家、年
产值突破50亿元，加快打造全国保密技术
产业协同创新示范区。

群英荟萃，高新区保密产业开启“硅谷模式”
2018年保密技术交流大会暨产品博览会在青开幕，高新区获38.5亿投资、15个项目入驻，保密产业生态圈再扩容

□文/图 半岛记者 胡蕾（署名除外）

“木马病毒”、“黑客攻击”这些字眼，对当今人来说都不再陌生。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与网络信息安全密不可分。而在人们
享受互联网带来的诸多便利背后，离不开保密技术产业的保驾护航。
近日，2018年保密技术交流大会暨产品博览会在青成功举办，青岛
高新区多家保密技术相关企业参展，并纷纷展示自家的保密“黑科
技”。
2016年，青岛高新区开始布局保密技术产业并建立了我国首个

国家级保密技术产业园，随着一大批重要的国家级安全产业平台载
体和行业领军企业入驻，青岛高新区成为保密技术产业新高地。而作
为此次盛会承办方之一，在高新区举办的保密招商推介会暨青岛保
密技术产业园入园企业签约仪式上，360企业安全青岛保密产业基
地等15家高端企业集体落户，总投资额达38 . 5亿元，高新区保密技
术产业生态圈进一步扩容。

保密大会青岛高新区展厅。

青岛国家保密技术产业园B区。

保密手机让通讯更安全。

北信源展区。（高新区宣推供图） 高新区专场推介会。 互联网金融保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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