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威胁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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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个行业，公司规模大小，网络攻击无疑会给每一个公司造
成严重危害。它会导致公司声誉受损，业务受到重大干扰以及政府监管审
查的增加。近期在金融服务行业发生的一些网络犯罪事件已经打击了消费
者的信心，并使该行业的监管审查成为一个必要的手段。
为了制定一个全面的网络安全计划，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是网络安
全威胁的种类。您看到的每个以网络安全漏洞为大标题的新闻事件基本上
是这两种威胁中的一种：被动性威胁和侵略性威胁。
被动性的威胁是无声的数据收集行动。黑客通过这种无声的数据收
集行动来收集有关消费者的数据，比如：支付卡的信息，个人身份的信息
或敏感的专有信息，例如高频交易的算法解密、研究信息、高管会议纪
要、交易流水账和风险模型。在头条新闻中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有关消
费者数据被泄露的事情。对网络犯罪分子而言，专有信息数据的泄露往往
给他们带来更可观的利润。
美国监管机构最近公布的一个涉及证券的案例是一个典型的被动性
威胁的例子。2015年8月，监管机构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指控32人犯欺诈罪，
他们是来自乌克兰的2个黑客及在俄罗斯、乌克兰、马耳他、塞勒斯，法国
和美国的30个贸易商人。这两个黑客和这些商人利用从新闻专线服务途径
获取的非公开机密信息非法获利1亿美元。此案导致了乌克兰境内的一家公
司及其首席执行官同意支付3000万美金来和解指控。这起案件表明了全球
范围的政府机构在一起协作打击网络犯罪分子。

们您将获得更新更全面的中美财

侵略性的威胁往往严重干扰了企业业务的进行。这些干扰足以影响
企业的关键系统。专有的数据也可能被摧毁或传播。 这些侵略性的威胁有
它一定的目标，典型目标是那些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的私营公司，比如铁
路、机场、发电厂、水能源和电核处理设施。最近新闻里的一则案例是黑
客在网上公布了客户信息。摩根士丹利在2015年1月报道，他们有大约35万

务信息以及专业人士的知识分享

名财富管理的客户记录被泄露了。导致这些信息泄露的起因是他们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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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俄罗斯的黑客非法侵入并获取客户信息后在网上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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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有效的网络安全计划
1. 管理和风险评估
我们认为一个有效的网络安全程序必须从高层管理人员开始下达到每个基层员工，也就是要做到“上传下

达”，在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必须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是非常关键的。网络安全应该设置在企业风险管理的程序
中。我们通过对金融机构风险的组成部分：市场、信用、流动性、运营、财务、合规和声誉做综合审阅，网络安
全显然影响着多个风险领域。此外，越来越多的董事会对网络安全工作开始发挥积极的影响和监督作用。除了利
用公司内部的专业人员，董事会也应该有能力聘请外部的网络安全评估专家来对公司当前的风险控制措施做评
估，并制定一个提高和完善的计划。网络安全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网络安全风险评估，
而且网络安全的风险评估应该定期进行，并与公司的产品、服务和地理位置结合起来。

2. 第三方与供应商管理
随着金融服务公司之间及其与供应商和金融市场之间在业务上产生越来越多的相互连接和系统数据
的共享，对第三方的网络安全风险做评估已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确保自身网络安全的组成部分。此外，公
司应该有一个有效的供应商管理计划，包括对新的供应商作尽职调查，持续的监测以及有关终止供应商的
相应措施。

3. 培训和意识
在一个组织中最重要的防火墙是人类防火墙。公司应培训员工时刻准备反击各种网络和社交媒体的
侵袭，比如如何识别和应对有目标性的网络钓鱼活动，电汇诈骗和欺骗攻击。公司也应不断对当前员工的
培训和宣传措施的有效性做评估，并制定新的方案，以支持业务发展的需求，并针对企业最关心的领域提

供专门的培训。培训应该每年进行，并以反复发生的事项为导向，在这些事项发生时进行培训，例如新员
工入职、新的软件配置和采纳新的信息安全政策和程序。

4. 突发事件对策计划
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建议，企业应该指定一个中心化的事件对策团队来对公司现有对应突发事件的
能力做评估，不断发现可以改进的机会，并开发可以满足业务要求的突发事件对策目标和计划。依赖于第
三方服务提供商的企业需要一个衡量其供应商的相关网络安全风险的措施。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是开发
出可以有效管理网络安全风险的计划，提供内部控制的证据，以符合政府或行业规定的内控程序并且确保
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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