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引领浦东硬核产业
在浦东六大 “硬核” 产业中， “智能造”

“数据港” 就占有两席之地， 两者无疑成为驱动

浦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底， 浦东规上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达 3411

亿元， 产业规模约占全区服务业的 30%， 32 家

企业进入上海市信息服务业高收入百强， 13 家

企业在科创板成功上市。 全市下载量超过 2000

万的移动互联网程序中有 108 个运营地在浦东，

占到全市一半以上。 从产业构成看， 浦东已经

形成基础元器件、 网络平台、 内容生产直至增

值服务的全产业链条。 从产业类型看， 浦东在

网络文学、 网络资讯、 网络视听、 网络游戏、

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 云服务等领

域均诞生了一批代表性企业， 有些已成长为细

分领域 “独角兽”， 有的在国际上都具备一定知

名度和影响力。

而伴随着信息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法

律意识的淡薄、企业合规工作的不规范，导致一

些新兴企业在不经意间就踏上了“法律红线”。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上周末，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落下了帷幕。 元宇宙、 自动驾驶、 生物

医疗、 国产 AI 芯片、 智慧物流、 智能客服、 人脸识别等悉数亮相， 人工智能技术已

经渗透千行百业， 人工智能事业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 新的数字安全和治理挑战不可

避免地出现， 如何构筑面向未来的数字空间规则， 促进元宇宙相关产业健康持续发

展， 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会上， 《浦东新区人工智能企业数据安全和算法合规指引

（试行）》 （以下简称 《指引》） 作为创新成果之一首次公布， 并从发布之日起试行。

法治重点A2 2022 年 9 月 7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一、 二版责任编辑 陆如燕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迎接元宇宙浪潮 浦东发布《指引》

为人工智能技术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检察介入让科技企业走出“低谷期”

如今为保护申城居民健康、 为防疫工作作

出巨大贡献的 “数字哨兵”， 它的开发企业就曾

因为违法而面临生死存亡。

一年多前， 因为经营管理中犯下的错误，

当公司负责人涉案的消息传开后， 作为行业龙

头企业的公司股价暴跌、 市值蒸发一半， 这家

员工超过 1000 人的上市公司遭遇到了一次深刻

危机。 而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牵头启动的涉案

企业合规工作， 成为了该公司起死回生的关键。

“这是一家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较高社会

责任感的上市企业 ， 并且正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 该公司案案发后， 浦东检察院检察官夏静

第一时间提前介入， 这是她接触涉案企业后的

第一感受。 该公司拥有 200 多项专利和软件产

品著作权， 已经成为行业内头部公司， 多次荣

获上海名牌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

该公司在疫情期间向学校、 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50 余万元的防护服、 口罩， 在贫困地区设立专

项奖学金， 社会评价也很高。

有了真切直观的了解后， 检察官决定用企

业合规给涉案企业一次重启发展的机会。 涉案

企业自身也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整改的意愿 。

2021 年 8 月， 公司主动向检察机关递交企业合

规申请书， “我们请求检察机关对公司开展合

规考察监督， 希望通过合规建立来完善公司内

控管理和刑事风险预防体系”。

经过全面社会调查， 2021 年 10 月， 浦东

检察院正式启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 ， 同时向

公司制发合规检察建议书 。 收到检察建议书

后， 公司立即聘请合规团队， 成立独立、 专职

的合规部门， 制定合规计划和整改措施。 与此

同时， 浦东检察院商请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

委会成立了由 7 名专家组成的第三方组织。

在启动合规考察的过程中， 浦东检察院发

现公司在数据安全等其他方面亦有潜在风险

点 ， 在与第三方组织研商后 ， 决定将公司的

合规考察从 “以反商业贿赂合规为重点” 转

变为 “以反商业贿赂合规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合

规两方面为重点”， 提出反商业贿赂、 反不正当

竞争政策、 网络安全与信息保护 3 个重点合规

领域。 经过修改， 一系列专项合规制度出炉，

包括设立以首席合规官为首的层级合规组织架

构， 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将合规流程嵌入公司

流程审批系统， 建立合规咨询、 举报、 调查通

道等。

有了企业合规工作的支持， 也让公司放下

包袱， 有了再次出发的底气。 作为一家以 AI 和

大数据驱动行业数字化的上市科技公司， 合规

整改后的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研发优势， 研发出的智能产品开始在疫情防控

中显现作用， 之后被陆续投放在全市各个公共

场所， 为上海本轮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司收入也比前一年同期上涨 160%， 市值增长

60%左右。

企业合规改革推进引领区建设
记者了解到， 早在 2020 年 3 月， 最

高人民检察院便启动了企业合规改革的

试点工作。 浦东检察院作为全国首批试

点单位， 成为这项改革试点工作的 “先

行者” 之一， 担起证明这项改革的合理

性和可行性、 探索可以辐射全国的创新

性制度机制的重担。 党组书记、 检察长

曾国东表示， 将 “企业合规改革” 嵌入

服务保障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的工作中着力推进， 是今后要重

点思考的问题。

为此， 浦东检察院牵头， 与浦东新

区工商联、 人工智能行业指导部门、 行

业协会以及专业机构共同编制 《指引》，

其出台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企业

加强数据安全和算法合规管理， 规范企

业数据处理活动和算法研发应用， 有效

惩治和预防数据违法犯罪， 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 助力浦东新区实施重点产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加快打造人工智

能世界级产业集群， 更好服务保障浦东

引领区建设。

《指引》 包含了企业数据合规组织

机构建设、 数据安全制度建设、 数据全

生命周期安全管理、 算法合规制度建设、

数据合规评估体系等内容， 适用于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工智能企业， 以及其他从

事数据收集、 处理和算法研发应用的相

关企业。

浦东检察院检察官夏静介绍， 《指

引》 具有三大方面特色。 第一， 首次将

算法合规纳入到数据合规体系， 进一步

完善了数据合规的管理体系 。 《指引 》

对人工智能企业的算法公开、 算法评估、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防范算法歧视

等方面均作出规定。 《指引》 还提倡企

业应强化责任意识， 对算法应用产生的

结果负主体责任， 提供算法推荐服务具有

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应当进行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

第二 ， 进一步扩大了数据保护的范

围。 以往的数据合规指引往往侧重于个人

信息保护， 《指引》 则将保护范围由公民

个人信息拓展到其他领域的重要信息与核

心信息， 更为注重数据合规的完整性。

第三， 《指引》 创新性地引入数据合

规的评价体系。 通过外部评估与自评估两

种方式相结合， 帮助人工智能企业更好地

发现数据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预

防数据合规风险。

此外， 《指引》 还提倡， 数据处理者

应当确保数据全生命周期 （即数据收集、

存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 销毁、

出镜、 转移、 委托处理的全过程） 内持续

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 保障数

据免遭泄露、 窃取、 篡改、 毁损、 丢失、

非法使用， 并针对每个环节提出具体指引

建议。

作为 《指引 》 编制的主要牵头人之

一， 浦东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严忠华认

为， 具有可操作性也是 《指引》 的一大优

势， “人工智能企业可以结合实际， 对照

《指引》 制定相应的数据安全合规管理体

系， 降低企业合规风险和合规成本， 增强

数据合规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下阶段， 浦东检察院将以 《指引》 发

布为契机 ， 继续加强与人工智能行业指

导部门 、 行业协会和有关专业机构的通

力协作， 引导人工智能企业加强数据安全

和算法合规管理， 提高企业抵御合规风险

能力， 为推动浦东六大 “硬核 ” 产业迭

代升级 、 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 更好

服务保障浦东引领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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