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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用经济学家的思维来对待网络安全建设投资
绿盟科技金融技术部 傅 戈

1	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的持续应用和发展，现代企业对网络

的依赖性已越来越高，2016年底发布的《CTO企业信息

安全调研报告》[1]中显示，94%的企业依赖网络开展业

务，其中金融、电信、IT/互联网是对互联网依存度最高

的行业。与此伴随的情况是来自网络的攻击种类越来越

多，攻击方式也越来越复杂。企业对于自身网络安全的

防御的能力也逐渐变得不那么自信。《CTO企业信息安

全调研报告》（2016）中显示仅有8%的企业认为自己能

完全应对安全威胁，较2015年下降了近50%。面对这样的

情况，加强网络安全投入和建设是一个必然的应对趋势

和手段，然而当前企业的安全建设和投入并非呈现一个

理想的状态。2015年11月的《CTO企业信息安全调查报

告》[2]报告显示 23.9%的企业没有信息安全团队，30.3%

的企业每年基本上没有信息安全预算。小微企业尤其是

小微金融企业中接近40%的小微企业（100人以下）没有

信息安全团队和资金预算，超过50%的金融企业没有任何

安全方面的投入。普华永道在2016年11月29日发布“全球

信息安全状况调查”报告称，中国受访企业在信息安全

方面的投资预算比去年削减了7.6%。安永在2017年1月发

布的《全球信息安全调查报告》中显示，很多企业在最

基本的感知能力上存在差距，其中44%的企业没有安全运

营中心（SOC），64%的企业没有或只有非正式的威胁情

报计划，62%的企业在经历了看似无害的安全事件后，并

不会增加其信息安全支出[3]。

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正

式实施从法律层面启动了新一轮的网络安全法律监管要

求，各行业机构也纷纷根据《网络安全法》制订和颁布

了众多行业管理要求和管理办法来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监

管。可以预见，企业未来必须通过投入并加强网络安全

建设才能满足日益严格的法律法规及合规监管要求。

在网络安全建设的过程中，企业网络安全负责人制

定决策时或向决策层进行汇报时都会面临着这样的困惑

1. 网络安全建设投入的最低要求是多少？

2. 网络安全建设在什么地方投入才能获得最大的ROI?

3. 如何开展网络安全建设投入？

本文将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尝试提供一个包含明确的

重点和关键事项的网络安全投资分析以协助企业的CIO或

CSO们更好的开展网络安全建设。

2	网络安全投资的经济学视野

2.1	 博弈论	-	做个理性的决策者

关于安全投入占比的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

教授Lawrence Gordon and Vernon Loeb在2002年出版的研

究报告中提出了网络经济学中著名的Gordon-Loeb model

模型[4]。该模型总结两个结论。其一，企业额外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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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并将风险减少到某一个点。但

超过这个点后，更多安全投入所带来的额外好处将变得

不明显。其二，企业网络安全投入不应该超出因被入侵

而导致发生潜在损失总量的37%。根据他们的研究结论，

作为机构的决策者需要利用博弈思维以战略的眼光来统

领企业的安全建设原则，以谋略的方式来做出最优的商

业安全投资。就网络安全投入占比究竟应该是多少的问

题为例，笔者建议企业决策者可重点考虑两个博弈因

素，即被保护对象因入侵而带来的潜在损失和企业能够

承担的风险，来决定具体的投入建设占比。

首先，应该尽可能以定量的方式准确计算因被成功

入侵而带来的潜在损失。然后根据该潜在损失，结合企

业可接受程度来选择投入成本。这些潜在的风险损失主

要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 因数据丢失/泄露、业务系统中断而造成的业务损

失、资本市场损失、未来收益损及、品牌价值声誉损失

以及法律诉讼成本

2. 系统软件硬件损坏而带来的软硬件更换成本

3. 人员应急处理所带来的人工成本

4. 来自法律机关/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罚成本

5. 安全事件的媒体公关处置成本

6. 因人员撤职而重新招聘上岗的培训成本

其次，网络安全永远无法做到百分之百，为了保护

低价值目标而投入过多资源在ROI上是不经济的，因此

企业机构的决策者应该理解和接受适当的风险。这种风

险不仅包括企业自身可能的风险损失，也包括决策者自

身的个人风险。有一些风险是不可接受的风险，企业和

决策层需要注意，这些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 可能导致涉及发生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风险

2. 可能导致发生人员人身伤害的风险

3. 可能导致发生法律诉讼并发生高管承担法律责任

的风险

4. 可能导致高管发生人事变动的风险

2.2	 边际效益	-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

在经济学里面，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是指

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即最后一单位产品

的售出所取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正值或负值。边际收益是

厂商分析中的重要概念。而边际收益递减律，在技术水平

不变的情况下，当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

种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最初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

量增加，但当它超过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

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将该概念换为企业的网络安全

建设投入，即可以理解为企业如果为了追求更高的网络安

全保障率，则将会导致投入更多的资源。这种后期单位资

源投入所带来的网络安全保障提升率与网络安全建设初期

相同单位资源投入所带来的网络安全保障提升率相比是比

较低的。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应该考虑网络安全建设投入

的边际效益递减率，在建设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寻求一个

最佳的边界效益。而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方式是考

虑通过数个关键防护措施而建立一个安全边界基线，并根

据这样一个基线进行安全初期及重点的建设投入。根据

verizon公司《2013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报告分

析显示，75%的网络攻击属于非精心定制或少量精心定制

的攻击。针对这样的攻击形式，verizon公司建议通过关键

的几个措施就可以达到较好的安全防护效果。澳大利亚国

防部根据自己的调查统计建议通过实施4个关键措施就可

以阻止超过85%的入侵行为[5]。而美国空军的研究表明仅

实施补丁漏洞修补就可以阻断超过70%的攻击。英国政府

针则在2015年对网络安全给出了包含风险管理、网络安全

管理、用户特权管理、用户培训管理等在内的10项重要安

全领域[6]。在此，结合国外的研究报告及本人多年的实践

经验，给出以下的6项关键防护措施。

1. 网络边界安全访问控制及防护

2. 漏洞扫描及补丁修补管理

3. 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及网络设备的安全配置

4. 个人终端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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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业务系统的最小特权管控

6. 员工安全意识培训

这6个关键防护措施的实施可以较好的解决网络安全

中的网络入侵、漏洞利用、恶意软件、信息泄露、社会

工程学攻击。同时这6个措施的管理和技术资源投入相对

较低并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2.3	 价值投资	-	找到最适合投资

熟悉巴菲特投资理论的人都知道其价值投资最重

要的理论之一是选择优质的公司。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

（1）这家公司在10年至20年后还在不在？（2）未来几

年这家公司的盈利水平还能不能持续增长？（3）公司

有没有良好的机制和管理系统？。从今天我们讨论的网

络安全投资来看，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一理论。对于企业

而言，在进行网络安全建设投资的时候需要考虑以下因

素，从而实现价值投资。这些因素包括：

1. 投资的重点是否覆盖机构最需要保护的重点对象？

2. 投资建设的重点是否考虑了未来业务发展需求和

合规监管的要求？

3. 投资的安全技术是否是业界主流或未来安全防护

的趋势？

4. 投资的产品厂家和服务商是否能提供后继持续的

和优质的服务维护

对于第一个因素，其实践难点在于企业机构在没

有进行全面评估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能全面清晰知晓哪

些信息系统和信息应该纳入安全防护。多数情况下企业

仅凭依赖其IT部门来完成防护重点对象的确认，但实际

上重点防护对象不仅限于IT部门所管辖的IT资产。对

于第二个因素，企业机构需要实时关注业务发展和监管

要求的变化并根据变化来进行建设投资。例如《网络安

全法》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提出要求，这将使得企业必

须在后期考虑客户信息保护的建设投入。对于第三个因

素，企业机构必须考虑投资技术的时效性和先进性。如

云安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安全设备虚拟化迈向软件

定义安全；又如入侵防护，现在更多在传统的检测机制

上引入沙盒机制、行为分析、威胁情报等技术手段来增

加并实现未知威胁的检测和分析。最后一个因素是最容

易理解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投资中过于

考虑低价采购而带来的成本节约而忽视后继维护和服务

带来的成本节约。

语 网络安全建设投资对企业而言不是一项

可有可无的投资。面对今天市场上种类繁多的

安全防护产品和防护手段，企业的网络安全负

责人可通过经济学的理论，以经济学家的思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索并开展网络安全建设。

这样即有利于组织集中更多的资源以应对更为

复杂的网络威胁，又可产生和带来良好的经济

效益，同时也反映出企业有效的网络防御战略

和精妙的组织管理能力。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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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方案
金融事业部　徐贵敏

建设概述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又是信用合作机构，所

谓信用合作机构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的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机构，简

称“农信”，由省政府负责成立各省省级联社，对本省信用社进行统一管理，并

接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监管。

就农信本身而言，几乎所有的业务都运行在IT基础设施之上，尤其是新出现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趋于开放和互联，进一步加强了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

信息系统和信息安全已经成为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信息的保密性、完整

性、 有效性以及信息系统可用性对银行业务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信现有网络结构，以省级农信为例，网络结构主要由三级网络组成，分别

是省联社数据中心、市（县）网络中心以及网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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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1.	省级农信数据中心

省级农信数据中心承载着全省各级地市农信数据，数据中心的数据安全直接

影响全省各级农信的业务能否正常开展，因此建设重点应围绕：

 ◆ 建立纵深的边界安全防御体系，即在整个网络出口及各安全区域边界建

立全面的边界安全防范，杜绝某一安全域的异常行为扩散至其它安全区域；

 ◆ 多维度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即在数据中心网络的核心以及各安全区域

建立异常行为预警机制及事后审计追踪机制；

 ◆ 统一安全运管，即通过安全设备管理中心对部署的安全防护系统进行集

中、统一管控、统一配置管理，同时结合所部署的堡垒机系统能够实现规范化的

安全运营。

2.	省级农信电子银行

电子银行是农信业务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应用系统之一，由于业务的属性，该

业务的运营直接与互联网进行对接，受攻击的可能性更大，为此建设维度应围绕

以下内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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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运营常态化：常态化的安全运营是指利用相关技术或工具将网络中

的各类IT资产进行常态化监控，能够精准了解网络中的资产安全状况；同时将安

全评估、安全加固、配置检查等内容纳入常态化安全运营机制中；

 ◆ 安全防护全面化：全面的安全防护应是有防护、有检测、有管理的逻辑

次序，面对互联网的应用接入对防护要求更为苛刻，需要保证业务的同时更需要

对攻击能够实现精准阻断、个性化防护。

3.	市（县）级农信网络

地市（县）级农信网络承载的业务为本区域的应用系统，系统类型包括：

Web应用系统、信息流管理系统、合规管理系统、OA系统、事后监督系统、审计

稽核系统等。

安全建设应是一个统筹规划、分期实施的过程并遵循“上下一盘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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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此安全建设从省级至地市（县）级农信应保证同等安全

防护水平，任一单点出现安全问题极有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地市

（县）级农信安全防护应参照省农信的建设水准并根据自身业务属

性开展安全建设。

安全建设重点依然需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具体包括：

 ◆ 边界纵深防御；

 ◆ 内部安全监控；

 ◆ 统一运维管控。

方案亮点

全维度防护

真正建立由被动安全向主动安全过渡、网络安全向业务安全

过渡、最终实现由产品叠加变为略联动的全维度安全防控；

创新的可扩展性

各安全防护系统、安全监控系统之间能够形成完美的安全联

动，实现基础安全防护防护的同时可扩展至未知威胁的检测及防护

及与平台的无缝对接，能够真正实现按需防护及安全态势的全面展

示，能够真正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综合安全防范思路；

完善的规范符合性

方案中所采用的产品及防护体

系均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要求，能够

真正的将合规安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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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线支付逻辑缺陷引发的安全问题
金融事业部　周扬

随着近些年国内互联网行业与

移动通信行业的飞速发展，衍生出了

众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型时代产物，

它们的出现也无时无刻地不在改变着

我们的生活。例如：逢年过节，再也

不用去火车站、汽车站排着长队抢回

家的车票了，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序都

具备了网上订票功能；上班下班，也

不一定非要坐公交挤地铁了，随处可

见的共享单车只需要一个扫码；购物

消费，也不用再为了买一个东西顶着

烈日走街串巷，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几

下就搞定了。许多企业为了跟上时代

的步伐，迎合消费者的习惯，都开始

大力发展线上业务。当然随着各个行

业竞争态势愈演愈烈，企业为了用户

可以方便、快捷地使用他们的应用程

序，交易的种类可谓是五花八门、参

差不齐，业务代码频繁更迭，导致各

类安全风险层出不穷。本文就针对在

线支付逻辑缺陷导致的安全问题进行

分析和总结。

如果你和笔者一样从事着和信息

安全相关的工作，你一定听说这这样

的趣闻轶事，例如：一块钱买iphone、免费看演出，那么下文将为各位解开这

些“谜题”！

类型一：篡改支付报文请求中的关键金额

1. 使用某网站的积分购买功能

2. 填写购买的积分，提交订单并使用截断工具截获数据包，修改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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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程序并没有发现交易金额被篡改，继续跳转到银行的支付页面进

行正常支付

4. 这样就使用1块钱购买了价值2500RMB的积分

类型二：关键参数没有对负数做限制

1. 在某在线商城购买两个U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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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后将价值26元的U盘数量改成了 “-1” 结果订单总金额叠加后变成

了了1元

3. 按照正常流程继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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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审核也没有进行合理验证，订单顺利通过审核已经进入了拣货阶段

类型三：业务逻辑错误导致支付绕过

1. 在某票务网站使用网上购票购买演出门票，选择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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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最后一个参数pay修改由02修改为00

3. 绕过支付功能，直接获取到票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线支付缺陷引发的安全问题并不复杂，但是

稍加利用就可以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开发人员往往为

了业务功能的便捷实现，经常会忽略了业务逻辑的安全性，笔者根据以往漏

洞产生原理以及修复方案针对在线支付逻辑的缺陷提出以下十点安全建议，

仅供参考：

1. 在服务器端检查订单的每一个关键参数以及支付状态的真实性；

2. 校验价格、数量参数，比如产品数量只能为整数，并限制最大购买数量；

3. 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校验实际支付的金额是否与订单金额一致；

4. 如果涉及到用户退款，要使用原路、原订单退回。比如：退押金，按

用户原支付订单原路退回；

5. 关键交易请求使用报文加密、数字签名及验证，这个可以有效的避免

数据篡改，重放攻击中的安全问题；

6. 金额异常的支付或者订单需

进行人工审核。

7. 支付交易报文加入token，禁

止报文的多次使用引发重放攻击；

8. 定期进行业务系统的关键支

付模块进行安全性测试；

9. 对开发人员进行专项的安全

开发培训，形成完善的开发流程，落

地适用的开发规范；

10. 引入风控措施、成立风控团

队，对关键性交易进行实时监控、预

警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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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体系建设 
及落地经验分享（三）

金融事业部　陈爱珍

(前两期期我们梳理了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组织架构、外包战略建设、风险

管理及整体生命周期风险管理；本期我们将继续探讨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

集中度风险管理、重点外包服务机构管理、非驻场外包管理及其他外包关键

要素的建设思路和落地建议。)

一、集中度及重点外包商风险管理

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集中度风险因管控难，影响大，存在累计和次生风

险，易造成集中性的服务中断、质量下降、安全事件等问题，在金融机构外

包项目中一直是公认的关键风险之一，因此外包监管指引对于集中度风险进

行了重点要求。

同时，监管机构在外包管理指引中对集中度衍生的重点外包商风险进

行了重点要求，且银监会承担了大部分风险监控管理工作。对于金融机构而

言，应随时关注监管机构发布的重点外包商名单，并甄别现有存量外包商，

对重点外包商进行重点管理。

我们在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体系中对于集中度风险主要采取严格控制准

入，调节集中度阈值，加强外包监控力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等方面来着

手，从而在防范外包商垄断风险的同时降低管理成本，并主动掌控机构业务

发展方向。

例如我们在准入机制里设定项目大小、重要程度等关键指标所有外包

商进行分级，对于重点外包商，设定了严格的准入要求，包含外包商管理能

力、财务状况、声誉、技术服务能力、案例经验、风险处理和管理能力、以

及相关资质等等，对重要外包商进行严格准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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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驻场外包风险管理

目前金融机构银行业存在大量的非驻场外包合同，监管机构于2014年

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非驻场集中式外包风险管理的通

知》（银监办发[2014]187号）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业金融机

构信息科技非驻场集中式外包监管评估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14]272号)，

将“外包服务商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现场服务，或外

包的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产权场

所，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租用设施或购买服务资源的方式

获得，主要由外包服务商运维，并且外包服务商同时为3

家（含）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提供服务的外包

方式。”定义为非驻场集中式外包，并由监管机构定期调

用资源对非驻场集中式外包商进行专项监管评估。

为规范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非驻场外包活动，保护关

键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绿盟科技协助用户建立非驻场外

包管理办法，防范信息科技非驻场集中式风险。《管理办

法》主要包含以下章节、内容及附件。

三、外包考核相关

决定信息科技外包项目成功实施的因素有很多，我们在制定金融行业信

息科技外包管理体系时，从组织、管理、制度、流程及表单至上而下进行全

面贯穿，但要在工作实施中将体系落到实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因素。

因此我们结合各金融单位的实际情况，为用户量身定制确实可行的IT外包考

核管理办法及考核指标，KPI的制定将包含以下原则：

 ◆ 风险制：强调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突出重要等级风险事件发生后的

惩罚力度，追究责任主体和连带责任者。

 ◆ 目标制：强调同一个项目组，同一个目标。外包人员即要达成个人目

标，又要兼顾项目组目标及整个科技部目标。

 ◆ 扣分制：考核的指标数据低于相应的标准值，就要根据差值扣除相应

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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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励制：对于解决长期困扰信息科技正常运转的问题和考核指标优异

且工作积极主动的员工将进行特别加分。

 ◆ 公开制：以客观的KPI指标数据为基础，使所有外包人员清晰地了解

个人绩效或团队绩效工作成绩与不足。

在外包考核办法中，我们分析并制定了含科技、风险、审计三道防线的

考核流程以及对应的表单文件，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表单：

 ◆ 《外包人员绩效主观评价表》

 ◆ 《外包项目绩效考核指标》

 ◆ 《外包人员绩效考核指标》

 ◆ 《外包项目绩效考核报告》

 ◆ 《外包人员绩效考核报告》

序号 一级关键指标 二级关键指标 三级关键指标 权重

1 财务指标 　 　

1.1 　 项目预算 　

1.1.1 　 　 项目资金预算

1.1.2 　 　 项目资金监控

1.2 　 项目核算 　

1.2.1 　 　 项目核算

1.2.2 　 　 成本偏差

1.2.3 　 　 项目支出调整

2 甲方满意指标 　 　

3 服务绩效指标 　 　

3.1

　

控制成本平衡 　

3.1.1

　

工作量负荷率

3.1.2 成本偏差

3.1.3 工作量估算偏差

3.1.4 生产效率

3.2 服务效率 　

3.2.1
　

问题解决率

3.2.2 服务平均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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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关键指标 二级关键指标 三级关键指标 权重

3.3 服务水平 　

3.3.1

　

产品质量指数 PQI

3.3.2 进度偏差

3.3.3 需求变更比例

3.3.4 代码标准符合度

3.3.5 每千行缺陷密度

3.3.6 每需求缺陷密度

3.3.7 测试用例覆盖率

3.3.8 文档按期交付率

3.3.9 过程执行覆盖率

3.3.10 不符合问题（NC）

3.3.11 缺陷（Bug）

3.3.12 事件数（Event）

3.3.13 系统 / 工单上线及时率

3.3.14 系统 / 工单上线成功率

3.3.15 项目与贡献

四、外包体系落地推广策略

为了让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体系顺利实施，结合以往项目经验，我们为金

融机构用户建立了一系列的落地推广计划，目的在于减少相关岗位人员工作

量的同时提高外包管理工作效率，并且在验证阶段发现体系制度流程表单的

问题，在全面实施之前进行改善优化，现有的推广计划主要有以下措施：

针对信息科技风险三道防线进行各个关键岗位制定外包管理工作手册，

同时生成外包全岗位工作手册矩阵，在外包管理制度的要求下，按照人员岗

位对外包进行工作梳理，便于相关员工有针对性的完成外包管理要求，清晰

明确各自的职责内容。

针对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风险管

理和实施人员开展制度宣贯培训工

作。明确各部门在外包项目风险管理

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

且为一道防线项目经理制定专项外包

项目、人员管理培训。对应《第三方

人员外包管理办法》录制第三方外包

人员入场培训，并生成考试答题，合

格后签订相关协议方可入场。

在金融机构选定2-3个典型外包

项目，作为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体

系运行的验证项目，我们将对试点

项目运行的全过程进行跟踪指导、优

化；对于试点项目运行结果进行总结

和分析，进一步优化信息科技外包风

险管理体系中的相关制度、流程。

总结

《 信 息 科 技 外 包 管

理体系建设及落地经验分

享》已全部分享完毕，鉴

于篇幅的限制，以及各金

融机构在外包管理方面的

现状差异，建设和实施的

体 系 流 程 也 会 各 有 侧 重

点，如您对此文感兴趣，

可联系当地销售安排专场

交流，以便更全面的了解

金融行业信息科技外包管

理体系及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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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
度贴吧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被立
案调查		

2017年8月11月，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广东省网

信办分别对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立案，并依

法展开调查。经北京市、广东省网信办初查，3家网站的

微信、微博、贴吧平台分别存在有用户传播暴力恐怖、

虚假谣言、淫秽色情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

秩序的信息。3家网站平台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对其平台用户发布的法律法规禁止发布的信息

未尽到管理义务。  

发布于：  

http://www.cac.gov.cn/2017-08/11/c_1121467425.htm  

执法机构：北京市、广东省网信办  

处罚行为：未加强对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网站

中存在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  

处罚措施：仍在调查中  

事件2：BOSS直聘被网信办责令
整改

2017年8月11日，北京市网信办、天津市网信办联合

约谈了李文星之死的直接涉事招聘网站BOSS直聘法定代

《网络安全法》执法案例汇总

自《网络安全法》生效以来，与其相关的执法行为逐渐走向常态。本文收集了2017年6月1日至8月18日间

各地落实《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的执法案例，包括：

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贴吧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被立案调查；BOSS直聘被网信办责令整改；

汕头某公司未及时履行网络安全义务，网警依据网安法责令改正；重庆一网络公司未留存用户登录日志被网

安查处；四川一网站因高危漏洞遭入侵被罚；宿迁网警成功查处全省首例违反《网络安全法》接入违规网站

案；山西忻州市某省直事业单位网站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被处罚；淘宝网、同花顺金融网、蘑菇街互动

网等５家网站被责令限期整改。  

以下是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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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要求该网站整改网站招聘信息。据悉，经相关部门

调查,BOSS直聘在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过程中,违规

为未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了信息发布服务；未

采取有效措施对用户发布传输的信息进行严格管理,导致

违法违规信息扩散。北京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BOSS

直聘的上述问题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24条、第48条规定。  

发布于：  

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7-08/11116792.html  

执法机构：北京市网信办、天津市网信办  

处罚行为：为未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信息

发布服务；未采取有效措施对用户发布传输的信息进行

严格管理,导致违法违规信息扩散。  

处罚措施：责令改正  

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第24条、61条、47条、

68条  

事件3：汕头某公司未及时履行网络
安全义务，网警依据网安法责令改正

2017年7月20日，广东汕头网警支队在对该市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重点单位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汕头市某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向公安机关报备的信息系

统安全等级为第三级,经测评合格后投入使用，但2016年

至今未按规定定期开展等级测评。  

该公司之行为已违反《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规定，未按规定履行网络安全等级测评义务。根据网

络安全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广东汕头网警支队依法对该

单位给予警告处罚并责令其改正。  

发布于：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5140  

执法机构：广东汕头网警支队  

处罚行为：未按规定履行网络安全等级测评义务  

处罚措施：警告并责令其改正  

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第59条第1款  

事件4：重庆一网络公司未留存用户登录日志被网安

查处  

重庆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重庆市

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以来，

在提供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时，存在未依法留存用户登

录相关网络日志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根据《网络安全

法》相关规定，决定给予该公司警告处罚，并责令限期

15日内进行整改。

发布于：

http://news.163.com/17/0801/22/CQPMM7H4000 

187VI.html  

执法机构：重庆公安局网安总队  

处罚行为：未依法留存用户登录相关网络日志  

处罚措施：警告并责令其改正  

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第21、第59条  

事件5：四川一网站因高危漏洞遭
入侵被罚		

2017年7月22日，宜宾市翠屏区“教师发展平台”网

站因网络安全防护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网站存在高危

漏洞，造成网站发生被黑客攻击入侵的网络安全事件。

宜宾网安部门在对事件进行调查时发现，该网站自上线

运行以来，始终未进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定级备案、

等级测评等工作，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未履

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根据《网络安全法》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翠屏区教师培训与教育研究

中心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法定代表唐某某行政处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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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翠屏区教师培训与教育研究中心处一万元罚款，

对法人代表唐某某处五千元罚款。  

发布于：  

http://news.163.com/17/0811/17/CRIV753F000 

187VE.html  

执法机构：宜宾网安部门  

处罚行为：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未履行

网络安全保护义务  

处罚措施：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5千，机构罚

款1万元  

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第59条  

事件6：宿迁网警成功查处全省首例
违反《网络安全法》接入违规网站案

江苏宿迁市华睿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器内接入一违

法网站被民警发现，民警经勘验取证后，立即传唤该公

司法人代表王某，要求对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服务器

内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传输的信息立即予以停止传

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并保存有关记录，并根据《网

络安全法》规定，给予上述公司警告处罚并要求其立即

整改到位。  

发布于：  

http://www.sohu.com/a/163690067_700293  

执法机构：宿城公安分局  

处罚行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服务器内存在涉

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传输的信息  

处罚措施：警告并责令其改正  

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第47、第68条  

事件7：山西忻州市某省直事业单
位网站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被处
罚		

今年6月至7月间，山西忻州市某省直事业单位网站

存在SQL注入漏洞，严重威胁网站信息安全，连续被国家

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网络运营

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采取防范计

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

技术措施；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履

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依法予以处置。山西忻州市网警认为该

单位之行为已违反《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忻州市、

县两级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对该单位进行了现场执法检

查，依法给予行政警告处罚并责令其改正。  

发布于：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335 

45370116717#_011/c_1121467425.htm  

执法机构：山西忻州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处罚行为：未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

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

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

处罚措施：警告并责令其改正  

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第59条

事件8：淘宝网、同花顺金融网、蘑
菇街互动网等５家网站被责令限期整改

浙江省网信办17日发布消息称经核查，淘宝网部分

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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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贩卖非法VPN工具、贩卖网络账号等突出问题；

同花顺金融网、配音秀网存在导向不正、低俗恶搞等有

害信息；蘑菇街互动网、虾米音乐网存在违法违规账号

注册等问题。  

浙江省网信办表示，上述平台和网站未能切实履行

网上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未能对用户发布的禁止性

信息尽到监管义务，违反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

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  

浙江省网信办责令5家网站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

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要求网站尽快健

全信息审核、应急处置、技术支撑等方面的制度机制并

限期提交整改报告。同时，对淘宝网提出警告，责令其

举一反三，全面整改，下架违法违规商品，对违法违规

店铺进行严肃处理；责令同花顺金融网全面开展专项检

查，暂停有关系统运行，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责令

蘑菇街互动网、虾米音乐网暂停新用户注册7天。  

发布于：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8/17/c_1121500 

651.htm  

执法机构：浙江省网信办  

处罚行为：淘宝网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VPN工具、

贩卖网络账号；同花顺金融网、配音秀网存在导向不

正、低俗恶搞等有害信息；蘑菇街互动网、虾米音乐网

存在违法违规账号注册等问题。  

处罚措施：对淘宝网提出警告并责令其改正；责令

同花顺金融网开展专项检查，暂停相关业务，追究有关

人员责任；责令蘑菇街互动网、虾米音乐网暂停新用户

注册７天。

法律依据：对淘宝网的处罚依据为《网络安全法》

第47条、第68条；对同花顺金融网、配音秀网的处罚依

据为《网络安全法》第47条、第68条；《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第16条；对蘑菇街互动网、虾米音乐网的

处罚依据为《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第4至8

条，《网络安全法》第24条，第61条。

相关法条原文：

  1.《网络安全法》

第21条　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运

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

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

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  

（一）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

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二）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

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

（三）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

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

六个月；

（四）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59条　第1款网络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

全等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47条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

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

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

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48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发送的电子信息、提供的

应用软件，不得设置恶意程序，不得含有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  

电子信息发送服务提供者和应用软件下载服务提供

者，应当履行安全管理义务，知道其用户有前款规定行

为的，应当停止提供服务，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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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68条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的，由有关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或者

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

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电子信息发送服务提供者、应用软件下载服务提供

者，不履行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安全管理义务

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24条　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

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

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

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

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

提供相关服务。  

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支持研究开发安全、

方便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推动不同电子身份认证之间

的互认。  

第61条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未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对不提供真实

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相关业

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2.《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15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

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

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

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

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

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

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淫秽、色

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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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16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网站传输的

信息明显属于本办法第十五条所列内容之一的，应当立

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 

3.《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第4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

责任，完善用户服务协议，明示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

在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中不得出现违法和

不良信息，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对互联

网用户提交的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进行审

核，对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不予注册；保护用户信

息及公民个人隐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处理公众

举报的账号名称、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中的违法和不

良信息。  

第5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

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通

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

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社会道

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  

第6条　任何机构或个人注册和使用的互联网用户

账号名称，不得有下列情形：（一）违反宪法或法律法

规规定的；（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

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

益的，损害公共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

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

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

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

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自从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实行

以来，有大量违法案件呈现在公众视角，在笔者看

来违法案件爆发式增长与我国网络环境以及安全治

理的力度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我国是网络攻击主要

受害者，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的一年

间，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

露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元。随着《网络安

全法》的颁布和实施，明确了网络运营者的法律责

任、政府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以及违法行为的惩罚，

强化了网络运行安全的管理及个人信息的保护。在

此，笔者建议网络运营者按照等保的要求建设或整

改信息系统；加强对系统内数据审核及分析，消除

或停止违法信息的发布和传输；定期对信息系统进

行安全评估，建立健全漏洞管理机制；强化持续监

测和审计能力；定期举行应急演练，加强安全事件

应急响应能力。

专家点评

第7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以虚假信息骗取账号

名称注册，或其账号头像、简介等注册信息存在违法和

不良信息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通知限期

改正、暂停使用、注销登记等措施。  

第8条　对冒用、关联机构或社会名人注册账号名称

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注销其账号，并向互联

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报告。

本文作者：公安三所网络安全法律研究中心，转载

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4481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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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签了委托书，我帮你要账，什么手段你别

管，违法我来承担。”催收共享平台上的一名注册“催

客”告诉《IT时报》记者，他是全国近30万催收大军中

的一员。互联网催收模式今年发展迅速，平台试图通过

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化清收策略解决不良资产清收的

最后一公里难题，传统银行也开始试水这类互联网模式

下的欠款催收与转让，委外信用卡逾期业务。

大商机背后蕴含大风险，《IT时报》记者调查发

现，使用一个虚假身份信息便可成功注册成为催客，而

银行信用卡逾期用户和亲人的信息在层层转包中被轻易

泄露。

身份认证形同虚设

数据显示，2016年不良资产的市场化投放规模达1.5

万亿左右，而目前仅网贷行业预估的不良资产规模就达

到2000亿元。传统的资产清收存在地域限制、催收时间

长、人工成本高、效率低、投入产出比低等挑战，庞大

的市场规模催生了一批催收共享平台，希望催收能由专

业团队过渡到普通民众，人人做催收，于是催催宝、人

人追、债无忧、火眼催收等十余种平台纷纷上线。

为了保证信息的合法来源和确保签约主体资格，每

位参与者必须经过实名认证才能查看项目或是接单。8月

1日，记者在地下黑市用5元钱购买了一套手持证件及身

份证正反面信息，很轻易便在人人追、债无忧等平台被

认证通过。

成为催客之后，记者却发现，普通的个人债务催收

并非平台最核心的业务，银行信用卡逾期客户催收却是

重中之重，“做信用卡催收吧。”人人追的客服不停地

在电话里拉拢记者。

信用卡逾期，具有明显的小额、分散、失联等特

点，出于成本考虑，银行多会把这部分业务打包给有资

质的律师事务所。7月25日，北京农商银行银行卡部就信

用卡坏账创新催收和人人追会谈时，人人追CEO周敬民

强调了平台在长账龄信用卡催收方面的经验和不同于其

他传统催收公司的特点：律师接单，合法合规催收；覆

盖全国律师网络；整合大数据，辅助修复。

然而，对于没有律师资格的记者，人人追给出的解

决方案是，让熟悉的律师朋友代为接单。

身份认证形同虚设

“我们有大量浦发银行、华夏银行信用卡案源，

能不能与我们合作催银行单？”当记者质疑银行催收案

源能否外包时，人人追客服反复强调，这不是外包，是

“业务合作”，“银行不会直接与催收公司合作，我们

网络平台与银行合作催收 
欠款人联系人信息均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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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单，你们催款，我们收佣金，剩下的你们赚，不然怎

么挣银行的钱！”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拿到了一份浦发银行信用卡

逾期用户的信息。在这份逾期用户信息中，持卡人的姓

名、身份证号、地址、工作单位一目了然。然而更令人

心惊的是，欠款人的紧急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也都赫

然在列，甚至欠款人亲戚的姓名、联系电话、地址也都

在列表中清晰可见。

8月2日，记者以欠款人联系人的身份分别致电浦发

银行与华夏银行，称自己受到了催收人的骚扰，咨询客

服如何处理。浦发银行客服表示，银行给到外包公司的

信息只限姓名与联系方式；华夏银行客服则表示，不想

接到催款公司电话，只能让欠款人主动联系银行，更改

联系人。

据了解，今年2月，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与人人追正

式签约，是与人人追携手的第二家大型股份制银行信用

卡中心，而人人追则宣称会整合企业、工商、司法、税

务、求职招聘等多类公共数据，为债务人作信息补全，

和尚跑没跑直接去问庙。但不知道其所言的“庙”，是

不是欠款人的家人和亲戚朋友。

催收不是银行的强项，出于对用户数据安全的考

虑，多会选择有律师资质的大公司合作，并要求公司签

署保密协议，员工只能在内网查看资料，但外包公司的

后期操作中，这一点并没有被坚持。一家成功拿到银行

信用卡催收业务的企业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信用

卡用户信息泄露在行业内司空见惯，但银行不说、外包

公司不说、逾期用户更不说。

银行催收业务被层层转包

根据《浦发银行案件委托通知单》显示，根据月度

回款率的不同，催收服务费率从28%到37%不等，而平台

收取的服务费也从3%到10%不等。华夏银行的案件则细

分了客户登记，从M12到M24+，不同等级根据不同的回

收率，催收服务费和平台服务费不等。两家银行的委案

周期都是3个月，每月结算当月佣金的70%，在委案期满

后，按累计回款率达成情况，考核结算全部剩余应付佣

金。平台对催收公司亦有考核，浦发银行的案件要求催

收公司3个月的回款率考核目标为2.58%，每月回收率考

核目标为0.86% ；华夏银行的案件则要求3个月的回款率

考核目标为2.4%，每月回收率考核目标为0.8%。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

知》，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审慎实施催收外包行

为。实施催收外包行为的银行业务金融机构，应建立相

应的业务管理制度，明确催收外包机构选用标准、业务

培训、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等，选用的催收外包机构应

经由本机构境内总部高级管理层审核批准，并签订管理

完善、职责清晰的催收外包合同，不得单纯按欠款回收

金额提成的方式支付佣金。

“有些不配合的用户不适合银行出面，暴力催收就

发生在外包公司这一环。”上述催客告诉记者。

银行应对数据安全负责

银行委托的催收外包机构，能否层层转包呢？

“转包行为本身没什么问题，但银行对本身的数

据安全负责，就要间接对使用他数据的供应商负责。银

行对供应商的选择，针对信息安全（数据来源、传输、

存储）应该有一套规则，选择时应按这个规则来选择厂

商，所以问题不在转包，在于银行选择的厂商是否具备

足够的信息安全规格与技术来确保信息安全。”资产处

理服务提供商资易通CEO盛洁俪告诉《IT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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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银行与企业之间没有签订合同禁止企业再转

包，企业可以再转包，但银行与企业之间应签有保密协

议，如果造成信息泄露，用户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上海法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黄麒律师

告诉《IT时报》记者，提起诉讼的人应该是信息被泄露

的欠款人或是担保人。黄麒直言，出于各方利益，生活

中很难碰到此类案件，欠款人只想躲债，催款公司也不

会主动站出来直指银行及催收外包机构泄露用户信息。

不过，对因催收外包管理不力，造成催收外包机构损害

欠款人或其他相关人合法权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

相应的外包风险管理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可采取责令

限期整改，限制、暂停或停止其信用卡新发卡业务。

“如果欠款是真实的，银行完全可以按照法律程序

主张权利去追讨，但欠钱不还和隐私被泄露是两码事，

公民的隐私个人信息应受法律保护。即使银行要披露欠

款人信息，也是有选择的披露，身份证号码、住址属于

敏感信息，这些信息被公示，意味着金融机构不当泄露

个人信息，欠款人及担保人可以向银行管理部门和公安

部门寻求帮助。”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

长、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说。

转载来源：IT时报；作者：吴雨欣；原文链接：

http://www.ikanchai.com/20170807/149954.shtml.

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

信息保护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

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

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公民个人电子信息”。金融机构在采用新的“外包

模式”来降低自身信用风险的同时，应当充分考

虑其所带来的其他附加风险，例如法律风险。一旦

操作不当，很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在外包合作

中，金融机构应对外包的机构服务资质，运营模式

等进行充分考量，并要求合作机构对各个环节进行

风险管理。另外，在与外包机构进行合作时，金融

机构对数据流转环节应当严格遵循正当必要原则，

建立严格的外包数据流转审查制度，严控流出数据

类型，并采用脱敏技术，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对

于外包机构不正当或不必要的源数据索取请求应当

予以拒绝。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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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央行发布警告：国有与私人银行再度
遭受新型勒索软件钓鱼攻击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中央银行于 8 月 18 日发表声

明，警示乌克兰国有与私人银行再度遭受新勒索软件攻

击，其类型与 6 月袭击全球各企业网络系统的勒索软件 

NotPetya 相似。

6 月下旬，NotPetya 勒索软件网络攻击首次袭击乌

克兰与俄罗斯公司，旨在加密电脑私人数据并要求受害

用户缴纳 300 美元赎金。调查显示，此次攻击活动通过

一款广泛使用的会计软件 MeDoc 感染恶意代码并于全球

范围内肆意传播，而 TNT 快递、美国默克等知名企业在

网络系统运营中普遍使用该款软件。

据悉，安全专家于 8 月 11 日发现新型勒索软件攻击

后当即通过邮件迅速向各银行机构通报其恶意代码、特

性指标，以及预防措施。经安全专家深入调查后发现，

新型勒索软件通过网络钓鱼邮件附带的恶意办公文档进

行肆意传播。目前，乌克兰央行正与国家 CERT 及地方

当局密切合作，旨在提高其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系统防

御能力（特别是乌克兰各大银行）。

安全专家表示 ，此勒索软件可能再次导致乌克兰各

企业的网络系统面临严重危机，因该恶意代码具备规避

杀毒软件功能。另外，由于8月24日是乌克兰庆祝国家脱

离苏联独立的第 26 周年。因此，当局推测黑客极有可能

在活动当天针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展开大规模网络攻击。

原作者：Pierluigi Paganini；译者：青楚；

本文转自 HackerNews.cc ；原文链接：http://

hackernews.cc/archives/13674.

这两年信息安全的主题好像就是勒索：勒索软

件，勒索邮件，勒索DDOS，而且又是乌克兰，大

家或者主流媒体对带有这些属性的安全事件已经审

美疲劳了，不是专业的安全站点可能都找不到类似

的新闻报道，但作为安全公司，通过本次安全事件

还是提醒大家：

对于个人：

A 邮件看清楚再点，不要随便打开附件。

B 终端安全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并定时升级

库文件

C 浏览不健康网站，不要点任何链接和弹出 

窗口。

以上几条是不需要任何培训就需要具备的基本

常识，就跟别人敲门，你会问问是谁，找谁一样，

不再多说必要性。

对于企业：

A 及时更新自己使用的任何软件程序。

B 统一更新各种系统补丁程序及含有规则库的

安全设备。

C 做好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保护好企业内部个

人信息。

D 制定相应的应急流程和手段。

关于信息安全体系建设这块不展开说了，对于

企业来说安全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应该

整体考虑安全建设。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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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析

下图显示的是我们所检测到的一封恶意邮件截图：

解密成功之后，会显示出三个OLE文档图标，文件后缀名都是docx，这

将会诱使用户去直接点击并打开文件：

实际上，这些文件的属性表明这三个文件就是完全相同的VBS脚本，其

中包含有完全相同的经过高度混淆化的代码。攻击者在这些代码中填充了大

量的无效代码，并以此来掩盖其基本逻辑。

这款奇特的银行木马可以根据鼠标移动轨迹 
来区分用户和虚拟机

在2016年1月，Forcepoint安全

实验室报告了一个传播Ursnif银行

木马的恶意邮件活动。而在2017年

7月份，我们又发现了一种传播新

型Ursnif变种的恶意邮件样本。这

一次，木马被嵌入在了一份加密的

Word文件之中，并且在邮件内容中

直接给出了明文密码。根据我们从

2017年4月份所记录下的Ursnif活动来

看，这种Word文档中包含了多个经

过混淆处理的VBS文件，而这些文件

将会通过WMI来加载恶意DLL。

但是，我们最新检测到的样本

也表现出了很多新的功能，比如说利

用鼠标移动轨迹和文件时间戳来判断

沙盒环境，以及从Thunderbird应用

（Mozilla的邮件工具）中窃取数据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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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之后，它会尝试从地址‘hxxp://46.17.40[.]22/hyey.pnj’下载恶意软

件。如果下载失败，它又会尝试从另一个站点‘hxxp://inshaengineeringindustries 

[.]com/head.pkl’进行下载。下载下来的恶意软件实际上是恶意DLL文件，下

载成功之后它们便会通过WMI进行加载：

rundll32 [malwarepath] DllRegisterServer

这种恶意DLL文件经过了打包，并且同样填充了大量的无效代码来防止

静态分析。在执行过程中，这些恶意DLL文件还会释放另外的DLL文件，并且

将这些新生成的DLL文件映射到当前位置，然后修复导入地址表（IAT）以及

重定向表（RT），然后最终跳转到执行入口点。

新生成的DLL文件首先会对自身的完整性进行自检：

-执行反沙盒环境检测；

-执行反虚拟机检测；

-通过Autorun注册表键实现持久化感染；

-将自身注入到"explorer.exe"进程中；

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恶意软件所采用的基于鼠标移动轨迹的

新型沙盒环境检测特性。

反沙盒环境检测

这个样本所使用的算法会对当

前鼠标的坐标与之前记录的鼠标坐

标进行对比，然后以此来检测鼠标移

动，由于沙盒环境下鼠标并不会经常

性地移动，因此恶意软件可以通过这

种方式来检测沙盒环境。除此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它还会生成一个值，然

后使用这个值来对其自己的解密密钥

进行“暴力破解”。

第一步：密钥生成

首先，恶意软件会计算最后一次和当前鼠标位置的x-和y-坐标，

计算后得到Del ta值(δ)。然后选择.BSS段的相对虚拟地址（RVA）和

‘SizeOfRawData’值作为生成种子。

它会拿文件创建时间（例如’Apr 11 2017′）与生成种子进行异或

（XOR）计算，然后用异或计算得出的值加上鼠标移动Delta值(δ)的最低五

位数字来生成最终的解密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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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与验证

在.BSS段数据被解码之后，恶意软件会从.BSS段的偏移量0x61d、0×619

和0×625处获取三个值，这三个值求和之后会与校验和’0EE553B4E’进行

比对。如果比对相匹配，它将会继续执行剩下的代码，否则它将会存储加密

的.BSS段元数据并重新进行一次新的密钥生成计算和验证操作。

如果运行在沙盒环境中，则鼠标移动的Delta值(δ)将会一直是‘0’，那

么.BSS段的解码结果就一直是不正确的，而恶意软件将会不断地循环执行相

同的代码。但在真实环境中，由于算法使用的是Delta值(δ)的最低五位而并非

完整的32位数据，因此生成正确解码值的可能性会更高。

解密密钥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全局常量，之后的解码API\隐藏PE文件、注

册表数据和URL等都会需要使用这个常量。

除此之外，解码操作会在运行过程中进行，这样可以防止安全研究人员

导出内存中的明文数据流来对恶意软件进行内存分析。

解码Windows API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注入操作：

第二步：解码.BSS段

恶意软件会循环遍历DLL的.BSS

段，每次遍历一个DWORD，然

后对当前DWORD数据和上一个

DWORD数据进行异或计算。接下

来，计算得出的值需要与之前生成的

解密密钥以及循环遍历的次数进行异

或，然后‘当前’的DWORD会被

下一个所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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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密密钥的帮助下，额外嵌入的PE文件（第三个DLL文件）可以安全

地从第二个DLL文件的数据域中提取出来，然后将恶意代码释放到一个临时

缓冲区中，最后注入到’explorer.exe’进程中。

参考来源：forcepoint， FB小编Alpha_h4ck编译，转载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news/142634.html.

总结

Ursnif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附件（邮件内容中提供

了明文密码）的形式进行

自我传播，一般只有在发

送敏感信息的时候才会使

用加密附件。在最近几年

里，这种方法得到了网络

犯罪分子的广泛使用。在

这种攻击场景中，攻击者

的Payload可以成功地绕过

目标系统中的入侵检测系

统，并让目标用户坚定地

相信这封邮件中包含的是

十分重要的信息。

Ursnif的隐蔽性也非常

高，它可以通过Tor网络来

与C2服务器进行通信，所

以我们很难对其通信流量

进行追踪，而且它还具备

反沙盒能力和反虚拟机技

术，这也使得Ursnif的检测

变得难上加难。

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钓鱼邮件也越来越无孔不入，正如今

年5月份发生的大规模勒索病毒事件一样，Ursnif变种同样也是以邮件

方式进行传播，对比于之前的Ursnif银行木马，经过变种后的木马可利

用鼠标移动轨迹和文件时间戳等方式来判断沙盒环境，以此来逃避沙盒

的检测，种种手段使得Ursnif的检测越加困难。

针对愈演愈烈的钓鱼邮件，从个人角度考虑，应加强自身安全意

识，提高警惕，认真观察接收邮件内容，若对邮件所说内容不知情，不

应点击链接或者附件，应直接电话发件人进行确认，防止因点击链接或

者附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从企业角度考虑，频发的邮件钓鱼攻击事

件告诉我们，员工都是企业安全最薄弱的环节，在推行良好的安全措施

的同时，也应加强企业员工安全意识的教育，除开安全意识培训外，钓

鱼邮件测试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手段，通过钓鱼邮件测试给企业员工发

送钓鱼测试邮件,统计点击钓鱼链接邮件员工,以实际的场景加深员工对

恶意邮件的安全意识。从反沙盒环境方面考虑，由于种种技术限制，本

地虚拟机动态启发在当代的有效性越来越低，更加精准的动态分析变得

至关重要，针对千奇百怪的绕过手段，沙盒分析机更不能坐以待毙，在

被动增加沙盒分析机反反沙箱检测的特征外，如何更加精准的动态分析

出具备反沙箱检测的木马文件也是后续应该考虑的重点。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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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it PDF Reader 0day 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8 日

综述

最近，安全研究人员在Foxit pdf Reader发现两个

严重的安全漏洞，漏洞编号分别为CVE-2017-10951和

CVE-2017-10952。

CVE-2017-10951：

该漏洞是一个命令注入的漏洞，原因是由于app.

launchURL函数缺少恰当的验证会执行攻击者提供的字

符串。

CVE-2017-10952：

该漏洞是任意文件写漏洞，能让攻击者在目标系统写

入任意文件，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获取代码执行能力。

这两个漏洞都能导致任意代码执行，不过Foxit公司

拒绝对这两个漏洞提供补丁，因为Foxit pdf Reader的安全

阅读模式是默认开启的，漏洞不会对默认设置的Foxit pdf 

Reader造成影响。不过未来如果攻击者找到绕过安全阅读

模式的方法，以上漏洞可能被大规模利用。

相关地址：

http://thehackernews.com/2017/08/two-critical-

zero-day-flaws-disclosed.html

https://www.zerodayinitiative.com/blog/2017/8/17/

busting-myths-in-foxit-reader

受影响的版本

 □ Foxit pdf Reader 

规避方案

 ◆ 不要打开任何来源不明的pdf文档；

 ◆ Foxit pdf Reader 的安全阅读模式要保持打开状态。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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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Microsoft Office  
CVE-2017-8570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4 日

综述

2017年7月，微软在例行的月度补丁中修复了多个

Microsoft Office漏洞，其中的CVE-2017-8570漏洞为一

个逻辑漏洞，利用方法简单。网上已经出现该漏洞的利

用代码，影响范围较广。该漏洞为Microsoft Office的一个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其成因是Microsoft PowerPoint执行时

会初始化“Script”Moniker对象，而在PowerPoint播放动

画期间会激活该对象，从而执行sct脚本（Windows Script 

Component）文件。攻击者可以欺骗用户运行含有该漏洞的

PPT文件导致获取和当前登录用户相同的代码执行权限。

相关地址：

https://us.norton.com/online-threats/microsoftoffice 

cve-2017-8570remotecodeexecutionvulnerab-99445 

-vulnerability.html

https://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

guidance/advisory/CVE-2017-8570

https://cve.mitre.org/cgi-bin/cvename.cgi?name 

=CVE-2017-8570

受影响的版本

Microsoft Office 2007 Service Pack 3

Microsoft Office 2010 Service Pack 2 (32-bit editions)

Microsoft Office 2010 Service Pack 2 (64-bit editions)

Microsoft Office 2013 RT Service Pack 1

Microsoft Office 2013 Service Pack 1 (32-bit editions)

Microsoft Office 2013 Service Pack 1 (64-bit editions)

Microsoft Office 2016 (32-bit edition)

Microsoft Office 2016 (64-bit edition)

规避方案

 ◆ 不要打开任何来源不明的Office PowerPoint文档；

 ◆ 及时更新并安装微软2017年7月发布的补丁：

链接：https://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

security-guidance/advisory/CVE-2017-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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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arang 软件中 nssock2.dll 
模块被植入恶意代码 
技术分析与防护方案
发布时间：2017 年 8 月 14 日

综述

NetSarang是一家提供安全连接解决方案的公司，该

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Xmanager, Xmanager 3D, Xshell, Xftp 

和Xlpd。最近，官方在2017年7月18日发布的软件被发现

有恶意后门代码，该恶意的后门代码存在于有合法签名

的nssock2.dll模块中。从后门代码的分析来看，该代码是

由于攻击者入侵的开发者的主机或者编译系统并向源码

中插入后门导致的。该后门代码可导致用户远程登录的

信息泄露，甚至可能远程执行代码。

Virustotal在线检测情况：

由分析结果可以知道，nssock2.dll已经被多家杀毒软

件识别为恶意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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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址：

https://www.netsarang.com/news/security_exploit_in_

july_18_2017_build.html

https://www.virustotal.com/#/file/462a02a8094e83

3fd456baf0a6d4e18bb7dab1a9f74d5f163a8334921a4ffde8/

detection

受影响的版本

 □ Xshell Build 1322

 □ Xshell Build 1325

 □ Xmanager Enterprise Build 1232

 □ Xmanager Build 1045

 □ Xmanager Build 1048

 □ Xftp Build 1218

 □ Xftp Build 1221

 □ Xlpd Build 1220

不受影响的版本

 □ Xmanager Enterprise Build 1236

 □ Xmanager Build 1049

 □ Xshell Build 1326

 □ Xftp Build 1222

 □ Xlpd Build 1224

软件下载情况

存在后门的软件在国内的下载情况：

 □ Xmanager：

 □ Xshell：

技术分析

概述

NetSarang的主要软件版本中发现nssock2.dll模块的官

方源码中被植入恶意后门代码。据悉，是黑客渗透到了

开发的机器，然后在代码中加入了恶意的代码到官方的

源代码中，以下为恶意代码分析。

参考：https://www.virustotal.com/#/user/jumze/

comments

传播与感染

用户直接下载或软件捆绑下载。

样本分析

分析环境

系统 Windows 7, 32bit

使用工具 ProcessMonitor, Xuetr, Wireshark, 
OllyDBG, IDA, Cute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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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检测结果： 

图	TAC检测结果

主要功能

[1] 信息窃取：获取当前计算机名称和当前用户名称；

[2] 远程控制：代码中已经实现，但由于服务器不存活，导致数据无法解密执

行；

[3] 网络行为：IP: 8.8.8.8、8.8.4.4、4.2.2.2、4.2.2.1、当前计算机设置的DNS

服务器地址; 向dns服务器发送dns包。

HOST: nylalobghyhirgh.com; 样本将收集的信息上传到上述服务器；

该恶意后门植入nssock2.dll模块的源码中，是一段被加密的shel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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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shellcode被添加了一定量的

花指令，刻意增加分析难度，去除花

指令以后，可以发现其创建了一块内

存区，解密代码并执行

新代码段中，样本创建了一个

线程，之后就回到正常的程序流程

中，使得用户很难发现自己所使用的

产品中存在后门。

在 线 程 函 数 中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样本在不断的获取系统时间，根

据系统时间的不同，计算出不同的域

名。下图为2017年9月生成的域名： 

我们通过修改系统时间获取到的域名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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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对应域名

2017-06 vwrcbohspufip.com

2017-07 ribotqtonut.com

2017-08 nylalobghyhirgh.com

2017-09 jkvmdmjyfcvkf.com

2017-10 bafyvoruzgjitwr.com

2017-11 xmponmzmxkxkh.com

2017-12 tczafklirkl.com

接着代码会获取当前计算机的名称和计算机用户名信息。 

 

经过如下算法加密后（输入参数为a1,a2,a3,a4。a1=0，a3=0x2D（用户数

据的长度），a2=存放用户数据的地址，a4=存放加密后的数据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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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然后再将结果进行加密

得到最终加密结果并且发送dns解析请求，将加密后的数据缀在域名前发

送给攻击者：

通过此种方法进行发送，具有极高的隐蔽性。

我们还发现，在代码执行的过程当中，仍存在一段加密代码，需要从

服务器端获取密钥来进行解密，当前情况下已无法进行解密。（密钥存储在

a1，a2，调用时传入的参数为a3，同样是从服务器获取）



安全月刊  /  2017.0944

漏洞聚焦

网络行为

尝试对这几个地址进行连接8.8 .8 .8、8.8 .4 .4、

4.2.2.2、4.2.2.1、当前环境下的DNS服务器地址。

根据时间不同，连接域名也不同。

如果连接域名成功，则将搜集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方式为通过DNS请求将数据重定向到攻击者自己的域名

服务器。

启动方式

用户下载xshell并主动运行。

攻击定位

通过对该样本的网络行为进行简单的跟踪，发现报

告中8月份的域名在whois中查询到的信息如下：

其他信息被申请者隐藏。

防护方案

用户自查

用户可通过查看nssock2.dll的版本来确定是否受此

影响：

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找到nssock2.dll文件，右键该文件

查看属性，如果版本号为5.0.0.26则存在后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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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

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

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

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

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

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

于商业目的。

官方解决方案

用户可通过查看的nssock2.dll的版本号的方法来确定

是否使用含有后门的软件版本，如果用户正在使用以上

受影响的软件版本，请升级到最新版本。官方在最新的

软件版本中已经移除了该后门代码，最新的软件版本分

别为：

 □ Xmanager Enterprise Build 1236

 □ Xmanager Build 1049,

 □ Xshell Build 1326

 □ Xftp Build 1222

 □ Xlpd Build 1224.

官方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netsarang.com/download/software.html

技术防护方案

产品类

 ◆ 如果您不清楚是否受此漏洞影响：

1. 内网资产可以使用绿盟科技的远程安全评估系统

(RSASV6)进行检测。

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 V6）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Rsas

2. 绿盟威胁分析系统(TAC)可以进行检测。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Tac

通过上述链接，升级至最新版本即可进行检测！

 ◆ 使用绿盟科技防护类产品（IPS/IDS/NF）进行

防护：

入侵防护系统（IP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ps

入侵检测系统（IDS）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Ids

下一代防火墙系统（NF）

http://update.nsfocus.com/update/listNf

通过上述链接，升级至最新版本即可进行防护！

服务类

绿盟科技提供专业的安全技术服务，全方位的保障

客户应用系统安全，避免受此漏洞影响。

 ◆ 短期服务：我们可以提供应急服务，服务内容包

括对客户应用系统有针对性的提供修复建议，保障客户

系统的安全升级。

 ◆ 中长期服务：结合绿盟科技检测与防护产品，提

供7*24的安全运营服务，在客户应用系统遭到安全威胁

时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测，针对安全

风险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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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Stagefright漏洞

2015年7月，Stagefright库被爆出一个重大的安全问

题，这个漏洞由于触发条件简单而备受关注。攻击者

只需给被攻击对象发送一条精心设计的彩信，即可控制

整个手机，之后可以删除之前发送的彩信，使用户无

法轻易察觉被攻击。漏洞由以色列移动信息安全公司

Zimperium的研究员发现。Stagefright系列漏洞影响之大，

危害之大，堪称移动界的“心脏滴血”。

产生漏洞的原因，都是因为对数据校验完善造成

的。

而漏洞影响2.2-4.0/5.0/5.1版本的Android用户，

Android 2.2发布于2010年5月，也就是说这个漏洞潜伏了5

年之久。

不过接下来的漏洞就没有这么年轻了，有的甚至潜

伏了几十年。

7年：Linux系统double-free漏洞

今年3月研究人员曝光一个Linux内核漏洞，这个漏

洞影响的范围涵盖大多数主流的Linux发行版，包括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7, Fedora, SUSE, Debian和Ubuntu。

由于漏洞可以追溯至2009年7月，那些Linux设备存

在漏洞长达7年了，并且研究人员很难确定漏洞是否已经

被利用过。

这个Linux漏洞编号为CVE-2017-2636，根据CVSS 

v3标准漏洞评分为7.8分。未经授权的攻击者可以利用这

一个漏洞能潜伏多少年？ 
细数那些有名的高龄安全漏洞

在评估漏洞影响时，人们关注的往往是漏洞风险，而实际上，漏洞潜伏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时间跨度大，也就意味着在此期间使用这些含有漏洞的软件的设备更多，影响的设备就更多；
而时间跨度长，也就意味着被利用的概率也会更高。因此，潜伏的时间长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今天就给大家细数那些潜伏多年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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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漏洞注入执行任意代码，获取root权限，或者发动DoS

让系统崩溃。

问题存在于N_HLDC linux内核驱动的竞争条件问

题。这个内核驱动负责处理高级数据链路控制（High-

Level Data Link Control或简称HDLC）数据，这就导致了

double-free漏洞。

7年：Samba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Samba是Linux和UNIX系统的SMB协议服务软件，可

以实现与其他操作系统（如：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进

行文件系统、打印机和其他资源的共享。

今年5月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个漏洞，漏洞编号为：

CVE-2017-7494。如果使用了该漏洞，当恶意的客户端

连接上一个可写的共享目录时，通过上传恶意的链接库

文件，使服务端程序加载并执行它，从而实现远程代码

执行。根据服务器的情况，攻击者还有可能以root身份执

行。

Samba 3.5.0到4.6.4/4.5.10/4.4.14的中间版本都受波

及，也就是最早影响到7年前的版本。

9年：“脏牛”0day漏洞

Linux内核的内存子系统在处理写入时复制（copy-

on-write, COW）时产生了竞争条件（race condition）。

恶意用户可利用此漏洞，来获取高权限，对只读内存映

射进行写访问。

竞争条件，指的是任务执行顺序异常，可导致应用

崩溃，或令攻击者有机可乘，进一步执行其他代码。利

用漏洞（编号CVE-2016-5195），攻击者可在其目标

系统提升权限，甚至可能获得root权限。 由于漏洞影响

大，研究人员们还把它取名为“脏牛”。

根据官方发布的补丁信息，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

2007年发布的Linux内核。

11年：Linux内核漏洞”Phoenix	
Talon”

2017年5月，启明星辰ADLab提交了四个存在于Linux

内核的远程漏洞，并命名为“Phoenix Talon”，其中一个

漏洞为严重(Critical)级别，漏洞可导致远程DOS，在符合一

定利用条件下可导致远程代码执行，包括传输层的TCP、

DCCP、SCTP以及网络层的IPv4和IPv6协议均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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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本质上是double free的问题，使用setsockopt()函

数中MCAST_JOIN_GROUP选项，并调用accept()函数即

可触发该漏洞。

尽管之后漏洞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但这四个漏

洞的影响范围包括所有Linux kernel 2.5.69 ~ Linux kernel 

4.11的内核版本。2.5.69发布于2003年5月5日，而4.11发布

于今年的5月5日。也就是说，时间跨度相当长。

11年：Linux内核提权漏洞

今年2月，Linux内核曝出权限提升漏洞（CVE-

2017-6074）。

漏洞存在于Linux系统中的DCCP协议。按现在的实

现，解析DCCP协议的流程中如果dccp_v6_conn_request

有返回值，就会通过dccp_rcv_state_process中的__kfree_skb

释放掉解析过程中收到了DCCP_PKT_REQUEST返回包

的SKB地址。但是，如果IPV6_RECVPKTINFO开启的情

况下编译内核，skb地址就会被存储在ireq->pktopts，而

dccp_v6_conn_request中的引用计数会增加，这样skb就仍

然会被使用。直到dccp_rcv_state_process进程中才会被释

放。

攻击者使用某些内核堆喷射技术就能控制任意对

象，并用任意数据重写其内容。如果重写过的对象中包

含任何可触发的函数指针，攻击者便可在该内核中执行

任意代码。

该漏洞可追溯至2005年，漏洞影响Linux操作系

统主要发行版本，包括Redhat、Debian、OpenSUSE和

Ubuntu。利用该漏洞，攻击者可以从低权限进程中进

行内核代码执行。目前已知受影响的最老版本是2.6.18

（2006年9月），不过该漏洞可能在先前的版本中已经存

在，或许从支持DCCP开始（2005年10月的2.6.14）就已

经存在问题了。

16年：“永恒之蓝”漏洞

5月12日晚，一款名为Wannacry 的蠕虫勒索软件

袭击全球网络，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巨大的勒索交

费活动，影响到近百个国家上千家企业及公共组织。 

该软件被认为是一种蠕虫变种（也被称为“Wanna 

Decrypt0r”、“Wanna Cryptor”或“ Wcry”）。

中国教育网相连的中国高校也出现大规模的感染，

感染甚至波及到了公安机关使用的内网。在全球范围内

感染的计算机超过230,000。

WannaCry使用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永恒之蓝”

（EternalBlue）工具进行攻击。今年4月，黑客组织

Shadow Brokers公布了NSA使用的这款工具，导致工具被

黑客利用传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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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恒之蓝实际上也是一个隐匿很久的漏洞。它

利用了Windows服务器消息块1.0（SMBv1）的数个漏

洞，这些漏洞在通用漏洞披露（CVE）网站中分别被

列为CVE-2017-0143至0148。而影响到的操作系统从

Windows XP直到Windows 8的操作系统，微软在2017年

3月14日推送了相关补丁。因此漏洞隐匿的时间可以说至

少有16年。

20年：Kerberos协议漏洞

Kerberos这一名词来源于希腊神话“三个头的狗——

冥府守门狗”，在系统中是一种认证协议，使用ticket让

节点在不安全的网络环境下进行安全的通信，它能够防

止窃听、防止replay攻击、保护数据完整性。

而利用这个漏洞的黑客可以提升自己的网络权限，

还可以获取内网资源，比如窃取密码。

发送到网络时，并非ticket的所有部分都会被加密，

通常Kerberos会检查消息中的加密部分从而进行认证。

因此，有方法能够强制让Kerberos协议使用纯文本和

未经加密的部分进行认证。

三名研究员发现了这一漏洞，并且起了一个艺术的

名字：“奥菲斯的竖琴”。但漏洞的危害却没有这么艺

术了，漏洞影响的是Kerberos v5，也就是影响到了20年之

前的软件，而正因为其历史悠久，众多操作系统和应用

中都含有这个组件，Windows、Debian、FreeBSD和Samba

都使用到了Kerberos协议，影响范围十分广泛。

22年：Shellshock漏洞

1987年，年轻的程序员福克斯编写了Bash（Bourne-

Again Shell的简称）。如今，逾70%连入网络的机器都装

有该免费软件，比如服务器、电脑、路由器、某些类型

的手机，乃至冰箱和相机等日常用品。

2014年，安全专家警告，Bash存在一个极其令人担

忧的软件漏洞，编号为CVE-2014-6271。当用户正常访

问时，只要shell是唤醒状态，这个漏洞就允许攻击者执

行任意代码命令，为各种各样的黑客攻击敞开了大门。

由于Bash存在于各种操作系统中，这一漏洞可以被用于

控制世界范围内数以亿计的机器，或许会危及苹果电脑

(Macintosh)和使用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好在事

件发生后，各大厂商都纷纷积极推出补丁，才成功减少

了漏洞的影响。

很多人会把Shellshock漏洞与同年爆发的心脏出血

漏洞相提并论，但实际上Shellshock的威胁更大。“心脏

出血”漏洞可以被用于从服务器上盗取密码等行动，而

Shellshock则可以用于控制整台机器，获取最高权限，并

且利用的方式更加简单，只需要复制粘贴一条命令。而

从时间来看，“心脏出血”漏洞潜伏了两年，给大约50

万台机器造成影响，而后者潜伏了22年后才被发现，应

该可以说是寿命最长的漏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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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漏洞更多？

从数据来看Linux的漏洞可能比Windows更多，其中

也不乏一些潜伏几十年的漏洞。这就打了那些盲目信奉

开源软件的人的脸，开源能够防范软件开发商植入“后

门”，但未必漏洞更少。

开源软件的支持者认为：开放源代码不仅能够推动

软件发展，还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检验代码的安全性。

这种想法可能源于一种思想。我们知道，密码学中

有一个柯克霍夫原则(Kerckhoffs’s principle)，由奥古斯

特·柯克霍夫在19世纪提出：即使密码系统的任何细节

已为人悉知，只要密匙（key，又称密钥或密钥）未泄

漏，它也应是安全的。它和传统上使用隐密的设计、实

现、或其他等等来提供加密的隐晦式安全想法相对。

开源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埃里克·雷蒙(Eric J. 

Raymond)则将它引伸到开放源代码软件，称一套未假定

敌人可获得源代码的资安软件并不可靠，因此，“永无

可信的封闭源码”。反过来说，开放源代码比封闭源码

更安全。此种论点称为透明式的安全（security through 

transparency）。

然而现实是，很多开源软件的漏洞不仅没有减少，

并且一些存在很久的漏洞也未曾被发现。

埃里克·雷蒙曾经说过，“只要吸引足够多的眼

球，一切漏洞都很浅显。”但是，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

科学教授史蒂夫·贝罗文说，在这件事情上，吸引更多

眼球的是新功能，而不是质量。“质量需要干苦活、设

计、检查和测试，这些事情根本比不上编程有趣，”贝

罗文说。“如果不培养这些技能，开源社区就会在质量

竞赛中落后得更远。”

2014年OpenSSL曝出Heartbleed漏洞时，AlienVault公

司的安全顾问Javvad Malik说过：

“任何人都可以对代码进行审计，但并非每个人都

会这样做，因为似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其他人已经对这些

代码进行过安全审查了，这也就是问题之所在。”

或许正是源于这种“责任分散”，开源软件的安全

性不如想象中完善。无论怎样，开源软件的安全性还是

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本文作者：bupyeong-in，转载自FreeBuf.COM；原

文链接：http://www.freebuf.com/special/142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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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网络入侵防御/检测系统规则库更新

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16453

新增规则 :
1. 攻击 [41503]:NetSarang XShell/Xmanager/Xftp nssock2.dll 后门程序通信
2. 攻击 [24087]: 趋势 Micro SafeSync 产品企业许可命令注入
3. 攻击 [24088]: 趋势 SafeSync 企业私有云 check_nfs_server_status 命令注
入漏洞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41388]:Mirai 僵尸连接服务器
2. 攻击 [24091]: 趋势 Web 安全网关 ReportHandler DoCmd 命令注入漏洞
3. 攻 击 [23994]:Windows SMB 远 程 代 码 执 行 漏 洞 (Shadow Brokers 
EternalBlue)(CVE-2017-0144)
4. 攻击 [23613]:IBM Websphere Java 反序列化漏洞

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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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实现快速检索

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S）可以帮助企

业快速定位数据库风险，及时告警，事后为追责提供有力

的数据依据。

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S）作为一款专

业的数据库审计产品应该具备高效的日志检索能力，实现

审计记录的快速查询。当设备旁路进入网络，即可对添加

的数据库进行协议解析，并对解析内容快速入库建立索引

文件。从而在审计分析时实现高效的查询机制。索引文件

和数据表文件如果损坏，系统会启用自动修复机制，以确

保系统日志查询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S）通过专有的

数据库索引技术保障采集速度。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绿

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S）针对不同的数据库

访问会话创建各自的存储区域，并为这些会话和存储区域

建立索引树，实现对数据的快速解析，最终实现在每秒并

发万条SQL语句的环境下无延迟的突出效果。

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S）通过专有的

数据库索引技术，大大提高了日志检索速度，在库存10亿

条日志的基础之上，随意检索数据库中的日志信息，响应

时间在10秒以内。

创建索引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性能。

1) 通过创建唯一性索引，可以保证数据库表中每一

行数据的唯一性。

2) 可以大大加快数据的检索速度，这也是搜索创建

索引的最主要的原因。

3) 可以加速表和表之间的连接，特别是在实现数据

的参考完整性方面特别有意义。

4) 在使用分组和排序子句进行数据检索时，可以显

著减少查询中分组和排序的时间。

5) 通过使用索引，可以在查询的过程中，使用优化

隐藏器，提高系统的性能。

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S）使用预编

译技术保障入库速度。提前编译批量入库的SQL语句，在

并发访问超大的环境下，在采集、生成大量审计日志后批

量入库，节省了编译时间，有效保障了海量日志的快速入

库。以大型的金融行业客户为例，在高达万条级每秒的日

志量环境中，日志入库的延迟不超过1分钟。

绿盟数据库审计系统（NSFOCUS DAS）提供多种

查询条件，并实现正向和逆向查询检索，基于时间、原地

址、对象、关键字等十几种审计要素进行信息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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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 Web 应用防火墙轻松应对代理环境

为了解决了单台服务器处理性能不足，扩展性不够，可靠性较低的问题，目

前大多数金融行业客户通过部署应用负载均衡设备实现网站和关键基础架构服务

器的无缝扩展，满足日益增长的访问需求，并提高业务连续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Web应用防火墙通常部署在应用负载均衡设备与Web服

务器之间，而负载均衡转发的用户请求到达Web应用防火墙的请求IP实际上是负

载均衡设备的IP，负载均衡设备一般会将真实的客户端IP放入请求头部中进行发

送，比如较通用的X-Forwarded-For头部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Web应用防火

墙以网络层IP做为策略的检测依据，就会造成误阻断情况。

绿盟科技Web应用防火墙能够根据配置的代理信息（如HTTP头部信息

等），解析出真实客户端IP作为策略的检测依据，避免误阻断从而适应使用负载

均衡设备或CDN代理服务等业务场景。

下面介绍具体配置方法：

步骤一　选择菜单 安全管理 > 代理信息配置，进入代理信息配置页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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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配置代理信息参数。

代理信息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描述

代理模式

绿盟科技 Web 应用防火墙支持以下三种代理模式。

◆◆  完全忽略：不解析代理信息；日志详情中“代理信息”字段内容为空；
Web 安全日志、Web 访问日志中的“客户端 IP”记录为网络层
IP；安全策略检测 / 加密算法、IP 封禁动作中使用的源 IP 为网络
层 IP。

◆◆  记录代理信息：解析代理信息；日志详情中“代理信息”字段内
容显示从 HTTP 头部字段中解析出的代理信息；Web 安全日志、
Web 访问日志中的“客户端 IP”记录为网络层 IP；安全策略检
测 / 加密算法、IP 封禁动作中使用的源 IP 为网络层 IP。

◆◆  策略中使用真实客户端 IP：解析代理信息；日志详情中“代理信
息”字段内容显示从 HTTP 头部字段中解析出的代理信息；Web
安全日志、Web 访问日志中的“客户端 IP”记录为从代理信息
中分析得到的客户端源 IP；安全策略检测 / 加密算法、IP 封禁动
作中使用的源 IP 为代理信息分析到的客户端源 IP。

HTTP 头
部名称

代理信息的 HTTP 头部名称。触发 Web 安全防护告警的 HTTP 请
求中如果包含设置的 HTTP 头部名称，则头部名称字段将作为代理
信息记录到 Web 安全日志的日志详情中。
最多可输入 10 个头部名称，名称之间用回车换行进行分隔；所有名
称的长度不能超过 256 字节，其中，每个换行符占 1 个字节。

◆◆ 如果有多个头部字段匹配，则均会被记录。

◆◆  解析客户端真实 IP 时，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头部字段进行解析。

◆◆ HTTP 头部字段优先级按照输入顺序，依次递减。

最大代理
深度

代理信息 HTTP 头部的最大深度。代理信息 HTTP 头部的深度不得
超过配置的最大代理深度，若超过则很可能是伪造头部，WAF 将不
信任该代理信息。
深度范围为 0~10，当深度为 0 时，表示不对代理信息头部进行代理
深度检查。

服务端信
任 IP

服务器端的信任 IP（支持 IPv4 以及 IPv6）。
最多可输入 10 个 IP 地址或 IP 地址段，多个地址或地址段用英文逗
号分隔；所有信任 IP 的长度不能超过 1023 字节。

步骤三　单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完成代理信息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