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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失踪预警平台？
“失踪”是一个结果，走失、

拐卖 、绑架 、离家出走 、意外事
件等都可能造成孩子处于失踪
这一状态。 所以，当发生以上这
些可能导致失踪结果发生的事
件时， 就需要有快速有效的机
制介入， 这套机制就叫做预先
警告。 警告靠近孩子丢失地点
的人 、 警告有关主管部门 ，告
诉大家需要及时介入 ，否则这
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永久消失 。
所以预警的意义在于在最短
时间 、最小范围内启动最大搜
寻力 ，而不是等结果发生后再
去花费更多人力物力进行事后
寻找。

★平台的数据保密性如何保证？
平台数据拥有独立的服务

器， 且服务器从软硬件两个层
面进行了信息安全防护。 数据
传输采用 SSL 协议进行加密。

★平台是如何实现连动预警？
平台通过手机端的位置信

息，以时间和距离为轴线，如 10
分钟 10 公里范围内已安装预
警平台手机端的用户可以收到
预警信息。 这个相应范围还有
更细致的划分， 以实现最小范
围内最大限度的响应， 同时将
可能带来的骚扰降至最低。 平
台最终目标是推动电子室外大
屏、社交网站、社交软件等大范
围的加入和响应。

平台目前可以实现一键拨
打 110 报警 ， 以及一键将孩子
的最详细信息上报给公安机
关， 减少用户在发生紧急情况

时输入的时间。

★国外的儿童失踪响应系统情况
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

法是利用各种媒体、社交网络、
手机短信等途径让失踪儿童的
信息迅速被社会大众知晓 ，以
提高走失儿童找回概率 。 上个
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民间力量
推动的安珀警报系统实施 ，现
在美国失踪儿童寻回比例高达
97.7%。 此外，英国 、加拿大 、墨
西哥、爱尔兰、马来西亚等国家
也相继建立类似的快速寻找走
失儿童的社会机制。 在欧盟甚
至建立了跨国界的儿童失踪应
急响应系统 。 同为人口大国的
的印度也已于 2000 年，由民间
发动 32 万捐款人建立了类似
系统。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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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失踪预警平台启动，你愿意注册吗？
� � 河南信阳， 失踪半年的 13
岁男孩在救助站死亡，孩子短短
的一生在公众眼中以“干尸男
孩”作为结束。 这只是我们能联
想到的最近影响较大的儿童走
失案件之一，绝不是全部。 我们
可以做些什么，让悲剧少一些？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前 7
天，也就是 5 月 25 日国际儿童
失踪日，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
金会儿童安全科技基金成立，
同时启动了中国儿童失踪预警
平台。 这是借助当前成熟的移
动互联网技术和 GIS 地理信息
系统支持， 结合国外多个国家
的成功经验研发的中国第一套
儿童失踪社会应急响应系统。
该系统可以在儿童走失发生时
就迅速介入， 通过群众互助加
警方联动的方式， 帮助家长尽
快找回走失儿童， 降低孩子发
生意外的概率。

全城寻找不如制度性预防

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秘
书长张永将曾经是一名警察。
“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会想有
一天如果孩子丢了， 谁来帮我
找，自己会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
就我的了解，真正发生失踪、拐
卖这些情况后，很难找得到。 ”

后来从警队离开， 张永将
开始投入儿童安全领域。 先从
做讲座普及知识开始。“中国家
长对孩子的关注， 很多思路是
想当然的。 比如‘不要和陌生人
说话’‘跟妈妈走散了一定要在
原地等’ 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
错误的。 陌生人的概念不易界
定，拐卖孩子的人，作案手段并
不是那么简单， 也许是先跟你
玩熟了， 已经不是陌生人再提
其他要求。 而且，会让孩子觉得
陌生人都是坏人。 ”张永将说，

“孩子的心理生理特点决定了
他抵抗不了强大的诱惑， 很多
人把问题归结于孩子和家长的
安全意识不够，安全教育不够，
但实际上， 是对孩子的有效保
护太少了。 有效的保护不是跟
孩子说在家别出去， 外边都是
坏人。 ”

“除了安全教育，我们能够
为孩子做的，还有制度保障，提
高环境的安全程度。 形成一个
保护机制， 比孩子丢了之后发
动多少人去找更现实 、 更重
要。 ”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
首先是在手机平台上实现社会
上大部分的好人的互助。 然后
是与社交媒体、 应急广播等合
作，一旦孩子发生问题，在最短
时间内发出消息。 因为时间越
长，找到的可能性越小，一旦需
要跨地区、跨部门，就需要很大
的力量，寻找起来非常难。

只要每个人给予一点点关
注，如果有孩子的消息就反馈，
没看到也不需要特意放下工作
去找。 无数双这样的眼睛都在

看，无疑会挤压犯罪空间，提高
犯罪成本。 即便看到了，从别人
手里抢下孩子也不太容易，但
汇报给有执法权和执法能力的
人， 是很容易也是很多人乐意
做的。

需政府和法律支持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的
手机端上，非注册用户，不管有
没有孩子都可以使用， 不需要
输入信息，也不能发布消息。 但
可以收到孩子走失的信息，如
果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即时反
馈。 注册用户则需要经过身份、
联系方式的认证， 身份证信息
已经与公安系统联网， 注册后
可以录入孩子信息、 一键提供
信息给公安部门。 如果注册用
户发布的信息不符合系统规
则，比如虚假消息，后台会关闭
用户并将此 ID 列入黑名单，排
除出互助平台之外。

张永将说， 现在社交网络
上转发的消息非常多， 信息发
出去收不回来， 有很多孩子已
经找到后消息还在转， 这也会
对孩子和家庭造成伤害。 平台
要做的是， 既要安全也要照顾
隐私，家长自己选择是否公开，
找到后立刻关闭。 另外，消息发
布的范围根据孩子走失时间和
地点确定，最初发出时，响应范
围是有限的人群， 然后逐步扩
大，所以即便有虚假信息，也会
在影响范围最小时被处理掉。

但如果有立法支持和公安
机关的更多支持， 对违法行为
可以查处，负面影响会小很多。
比如，调用公安部门户口登记，
来核实这个是不是你的孩子；
或者将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记
入个人诚信档案。 这些目前还
做不到， 平台只能在自己的权
力范围内处置。

美国的亚当警报和安珀警
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推
行，并建立了法律保障。 如发布
虚假消息要承担法律责任；法
律保证符合时空条件的人都会
收到儿童走失信息， 而不能关
闭手机； 详细界定公布信息中
个人隐私可以公开的程度。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
下， 我们目前是由家长决定发
布与否，平台没有权力。 ”张永
将说，“民间行动的好处就在于
其灵活性， 当逐渐上升到国家
层面时， 国家要对其中最关键
的部分做一些把控。 这个过程
很漫长， 但今年两会就有相关
提案， 而且现在硬件条件相对
成熟，也有希望较快发展。 国外
的类似系统大多也是由民间来
做，国家给予一定支持。 ”

“我们与官方的沟通没有
障碍，但这是一个新事物，关键
要看平台能不能做好。 一个平
台做起来需要持续发力。 目前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有一个很能坚持的团队，

希望最终把它做成一个真正全
国性的平台。 ”张永将说。

覆盖低端智能机

前期研发阶段的投入主要

来自张永将和捐资人赵莉，参
与研发的十几人团队来自北京
联信智源科技有限公司， 团队
加班加点，代码从无到有。 此后
的平台运维、 团队建设则需要
更多社会力量支持。

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团
队下半年的时间着重在平台
的建设和推广上，让更多的媒
体、机构、用户来响应它。 张永
将介绍 ，下一步的微博 、微信
已经沟通过，包括其他手机应
用软件， 多家手机厂商的预装
软件。 还有一些低端的智能手
机也会谈， 因为这些手机在农
村使用更广泛。 另外是与学校
的合作， 以及通过研讨会等形
式推广， 希望集大家的智慧把
平台做好。

美国“亚当警报”的创始人，
正是 6 岁时在商场走失后被杀
的亚当的父亲。 当时他说，美国
能够把航天飞机发上天再收回
来，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为什么
不为孩子做点什么呢？

据新华网报道， 珠海市妇
联、共青团珠海市委、珠海市公
安局近日联合发布了以“众寻天
使”命名的 ＡＰＰ，以便在举办大
型活动时能快速找寻走失儿童。

据珠海市公安局科信处副
处长朱友文介绍， 在大型活动
场所，或在人流密集区域，家长

一旦与孩子失散， 可快速将存
在手机里的孩子的照片通过这
个 ＡＰＰ 发出。 在周围一公里范
围内， 只要安装过这个 ＡＰＰ 的
手机都会响起 《世上只有妈妈
好》乐曲声。 由此，这些用户可
在第一时间内加入帮助找寻的
行列。 家长确认找到走失儿童

后，只要点击“找到”，所有手机
便会响起 《感恩的心 》乐曲声 ，
并发出人已找到的信息。

“人口走失的前 ３ 分钟是黄
金找寻时间，而这个 ＡＰＰ 能在最
短时间内聚焦众人的目光， 这有
助于防止老人、 小孩走失或遏制
拐卖案件。 ”朱友文说。

� � 照片上的王志强失踪半年后
在救助站死亡 。 河南信阳市救助
站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浉河区
公安分局等部门在对王志强的救
助 、治疗 、接警过程中存在失职行
为， 并对 2 人作出撤职处分 、8 人
记过处分、7 人行政警告处分、1 人
被辞退。 然而事后的追责无法挽回
孩子的生命，如何第一时间找回丢
失的孩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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