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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用？好用不？安全吗？
——走近“电子身份证”
新华社电（记者 冯国栋）基于公安部“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开发的多个版本的“电子身份证”，今年
已在多地先行先试，引发网民对“无证闯天涯”
“一部手机走天下”的期盼。作为首批试点城市，武汉已将电子身
份证应用到百姓出门办事、赛事安保、网吧上网等多种生活场景。一年间，电子身份证给这里的百姓生活带来怎
样的变化？

梅花坪“瞰”山

办政务、上网吧、处违章，
“无证”也行
12 月 27 日 ，在 武 汉“ 市 民 之
家”治安窗口，前来办事的大学生
小文发现自己忘带身份证了。她
没有急于回去取，而是在现场工作
人员的提示下，下载了一款名为
“证照卡包”的手机 APP。
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等
信息后，她用手机“刷脸”采集生物
特征，随后各种公安证照信息在后
台自动关联，传输到内网审批系
统。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小文
顺利办好了业务。
在武汉市公安交管局，市民通
过手机刷脸认证即可确认身份，以
后通过手机办理涉及交管的百余
项业务，均不需要身份证。如果办

事群众对刷脸时手机抓拍到的照
片比较满意，可直接用做作证件照
片，省去了专程再去补拍证件照的
麻烦。
在武汉市内的一些网吧，市民
上网用手机扫码即可实名登记，无
须再出示身份证并登记。在江汉
区姑嫂树路的“友家网咖”，只要使
用“证照卡包”里的“网吧上网”功
能，扫描终端机上显示的二维码，
就能自动登记上网。目前，武汉市
已有 19 家网吧接入了“证照卡包”
识别终端。这一举措已在武汉三
个区进行试点推广。
除此之外，武汉还在多个赛事
安保场合下应用这种电子证照。

今年执行多次赛事安保任务的民
警雷利萍介绍说，一些大型赛事要
求门票实名认证，经常有观众忘带
身份证。民警帮忙在他们的手机
上安装电子身份证，能很快完成验
证，顺利进场。
记者下载软件体验，在输入身
份信息并回答系统问题后，按照系
统提示，对着手机屏幕完成规定动
作，用时不到一分钟就有了自己的
电子“身份”。一张身份证缩略图
显示在手机上，关联的户口薄、驾
照等证件信息也一应俱全。在具
体应用中，身份信息会被转化成身
份二维码，供扫码器读取识别。

电子身份证带来行政审批提速
武汉市民用的“证照卡包”基
于国家“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
平台，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华中
科技大学信息安全研究所联合研
发，集合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
证、往来台湾通行证、户口本、居住
证、驾驶证、行驶证等 8 本“电子证
照”。
武汉市公安局行政审批处处
长徐舫说：
“网上办理落户，最难的
就是证明‘我是我’，以往市民必须
亲自到窗口提交证件，供工作人员

进行相貌比对。居民二代身份证
在设计之初考虑到了网上应用，电
子身份证则让群众足不出户办事
成为可能。
”
据了解，
“证照卡包”APP 这一
平台发挥居民身份证在网络社会
的法定证件作用，与实体二代居民
身份证数据同源，效力一致。在法
律法规及相关行政规定下，能够满
足使用法定证件证明身份的业务
场景要求。
武汉市自今年初开始试点电

贵州：
子身份证，今年 1 月的下载量已突
破 40 万次。今年 6 月，武汉市公安
局 148 项涉及到户籍、交管等受理
数量大的公安行政审批全部上
网。有些业务还推出了邮递服务，
市民足不出户领到证件。
例如，大学生在通过“证照卡
包”进行实人认证后，就可以在网
上提交大学毕业证等电子资料，三
个工作日后就能通过快递收到一
张准迁证明，全部流程实现网上操
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三重“安全门”确保“我就是我”
频频曝光的个人身份信息泄
露事件，让一些网民担心电子证照
是否安全可靠。有网民问，数据信
息是可以被复制的，一旦身份号、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等身份信
息泄露，如何确保自己的身份不被
他人给“复制”
？
对此，公安部相关人员表示，
身份认证平台采用的生物特征识
别技术，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数字
安全技术和国产安全算法，是一整
套多维度、多因子、多层级的“互联
网+”可信身份认证体系。目前，
公安部已经完成了平台的安全评

估工作。
据 了 解 ，在 所 有 的 电 子 证 照
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是电子身份
证。它以身份证号为基础，并且采
用了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可实
现实名、实人身份认证。在技术层
面上，这种认证方式采用了“三重”
安全机制，即：基于证件真实性的
人证核验、基于人脸识别的实人核
验、基于用户记忆的动态问卷。
公安部门相关技术人员介绍
说，为确保在应用中与实体二代居
民身份证采信的数据同源，电子证
照采用“刷脸”识别。在申办时，系

统会提示用户完成随机的指定动
作，例如“晃动手机”
“ 向某个方向
转头”。其目的是为防止因信息泄
露导致的身份被冒用，用他人照片
冒充他人申领，无法通过系统认
证。
对于包含有身份信息的二维
码安全可靠性，相关人员介绍说，
身份二维码包含了姓名、居住地址
等个人信息。算法经过加密，并且
二维码每分钟更新一次，这在极大
程度上保证了身份信息二维码与
电子身份证匹配是真实且唯一的。

最高检：
对幼儿园虐童案件“绝不手软”
新华社电（记者 白阳）
“检察
机关对虐童案件一直高度重视，坚
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在办案
的过程中，不论是谁，不论犯什么
罪，只要触犯了法律，侵害了幼儿
园儿童的合法权益，我们就严厉打
击，绝不手软。”28 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
任郑新俭说。
郑新俭是在最高检举办的检
察机关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
护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全国近期发生数起幼儿园虐
童事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郑新
俭表示，这类案件虽然总体数量不
多，但社会危害性非常大。从犯罪
类型看，主要涉及强奸、猥亵儿童、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等犯罪；从犯

罪主体看，既有幼儿园老师，也有
保安等工作人员。自 2016 年 1 月
到今年 11 月，全国检察机关已经
批准逮捕幼儿园工作人员侵害儿
童案件 69 人，
提起公诉 77 人。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
公室副主任史卫忠介绍，对于社会
影响较大的上海携程亲子园等案
件，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活动，
就案件侦查取证、法律适用和保护
救助未成年被害人等提出建议，目
前已经对相关犯罪嫌疑人作出批
准逮捕决定。此外，贵州晴隆、河
北任丘等地起诉的幼儿园校车超
载案、性侵幼儿园儿童案等，人民
法院均依法作出了有罪判决，有力
打击了侵犯儿童权益的犯罪行为。
本月初，最高检下发《关于依

这是 12 月 28 日拍摄的六盘水市钟山区梅花坪景区风光。
近日，贵州六盘水天气晴好，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的梅花坪景区层
峦叠嶂，风景壮观。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法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全面
维护儿童权益的通知》，要求各地
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积极参与侵害
幼儿园儿童案件的惩治维权预防
工作。目前各地正在迅速落实。
针对一些幼儿园虐童案件中
出现监控视频损坏难以取证等问
题，史卫忠表示，检察机关在介入
侦查引导取证，加强侦查活动监
督，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会充
分考虑到案件证据的特殊性，只要
案件事实有证据印证，相关证据都
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能够排
除合理怀疑的，都坚决依法惩处，
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
一个坏人。

2019 年实现民族地区
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
新华社电（记者 骆飞）贵州
省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民族自
治县和民族乡加快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的意见》提出，全省将加大对
民族自治县和民族乡撤并建制村
通硬化路建设力度，到 2019 年实
现 100%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
该意见指出，贵州将着力解
决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支持民族自治县和民族乡
加快发展，从多方面推动相关政
策向民族地区倾斜。
根据相关要求，在交通建设
方面，贵州决定支持地方政府提
前一年完成民族自治县和民族乡
农村公路“组组通”公路建设。并

提升其国省道公路等级和密度，
到 2020 年，90%以上的国道达到二
级及以上技术标准。
除此之外，贵州还将优先推
进民族地区“一县一业”
“ 一乡一
特”
“一村一品”产业扶贫，到 2018
年，每个民族自治县建成 1 到 2 个
特色农产品支柱产业示范基地，
每个民族乡建成 1 个以上特色农
产品生产基地。
同时，还将支持民族地区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到 2018 年，民族
自治县实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全覆盖。此外，贵州还将
加大对民族自治县和民族乡财政
转移支付力度。

我国推动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制度
新华社电（记者 熊丰）记者
从日前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获悉，我
国正推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制度，致力于让垃圾分类法律法
规制度更加明确，推动垃圾资源
化综合利用。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
的代表提出的议案的审议意见指
出，91 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
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法或餐厨
垃圾管理法的议案 3 件。议案提
出，我国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混
合收集，回收利用基本处于空白
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占用大量土
地资源，产生多方面污染。建议
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法，确立
以法律约束为主、教育引导为辅
的联动机制，明确生活垃圾分类
回收和处理的基本制度，强化政
府职责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能
等。
审议意见指出，环资委就议

案所提建议分别征求了国务院有
关主管部门的意见，有关部门一
致认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有利
于减少末端垃圾处置量，推动垃
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
展。当前我国关于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的立法比较分散，一些制度
可操作性不强，已不适应当前生
活垃圾分类综合利用工作的需
要。
环资委认为，加强包括生活
垃圾在内的各类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的立法，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
规，对于我国的资源可持续利用、
保护生态环境十分必要。涉及资
源回收的有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循
环经济促进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中，环资委建议将代表
议案中提出的有关意见在修改循
环经济促进法及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时一并考虑，并建议将
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修改列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