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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

点餐浪费要收费标准当明示

工信部就App新规征求意见

个人信息处理不可默认勾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b���	�������������b	������
	������������b ����

��

新华社哈尔滨4月26日电（记者董宝森张涛）近日，一只野
生东北虎闯入黑龙江省密山市村庄，并造成1人轻伤。经多方通
力合作，目前该虎已获初步成功救护。据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
及相关专家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在野外成功救护野生东北虎。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介绍，现在该虎已经恢复正常饮食，
健康状态良好，说明我们的救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该虎名称确定为“完达山1号”，体重450斤，雄性，2-3岁，营
养状况较好，体壮。

目前，该虎在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内的隔离
区，由专人负责饲喂。记者通过视频监控画面发现，老虎出现饮
食、排便等正常行为。

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总工程师刘丹说，该虎
已经进入正常活动状态。记录本显示，25日晚10时半左右该虎
开始进食，取食量约3公斤，饮水约2500毫升。

东北虎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在维持健康生态
系统功能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专家认为，东北虎对栖息
地的生态环境要求很高，这次野生东北虎的出现，充分说明黑龙江
省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适合东北虎在此栖息繁衍。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张
辛欣）工信部26日公开征求《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从
事App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应遵循“知
情同意”“最小必要”两项重要原则，应当采
取非默认勾选的方式征得用户同意。

征求意见稿提出，App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应当采用合法、正当的方式，应当在
App登录注册页面及App首次运行时，
通过弹窗、文本链接及附件等简洁明显且
易于访问的方式，向用户告知涵盖个人信
息处理主体、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类
型、保存期限等内容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应当采取非默认勾选的方式征得用户同意；
应当尊重用户选择权等等。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应当在对应业务
功能启动时，动态申请App所需的权限，不应
强制要求用户一揽子同意打开多个系统权
限，且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更改用户设置的权
限状态。

近日，一篇熟鸡蛋变成生鸡蛋并孵化出雏鸡的论文在网
上疯传。许多网友表示，一个敢写一个敢发，此等反智论文
究竟是如何过审的？
该论文全称《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

鸡的实验报告》，由《写真地理》杂志刊发，作者郭平、白卫云，
单位郑州春霖职业培训学校。论文描述，该校师生在教室
里，通过用超心理意识能量方法，便将煮熟的鸡蛋返生成功；
返生后的鸡蛋孵化成雏鸡，并已经成功返生了40多枚。
记者查阅发现，《写真地理》杂志是由吉林省新闻广电局

主管、吉林省舆林报刊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国家正规出
版期刊。与此同时，该文还被中文三大期刊数据库之一的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

如此反科学的文章堂而皇之登上学术期刊，究竟是在侮
辱大众的智商，还是有什么灰色利益链条？
教书育人的老师本该为人师表，发表这样的论文给学生起

到了什么样的示范作用？退一万步讲，也是缺乏科学精神。同
时，正规学术期刊对伪科学论文大开绿灯，小了说是把关不严、
自贬身价，大了说是败坏了学术风气、伤害了科技事业。
希望有关部门对此深挖彻查，还教育和科研一个清朗空间。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据新华社昆明4月26日电（记者姚兵）云南省瑞丽市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26日发布通告，从当日20时起，全市低风险区域有
序解除居家隔离管理，实行常态化疫情防控。

通告称，瑞丽市低风险区域人员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可离开瑞丽。外来人员、车辆进入瑞丽不受限制。所有高中风
险区域、社区封控点及集中隔离场所继续严格执行现行封控管理
措施。所有珠宝玉石交易场所、网络直播间、电影院、网吧、KTV、
棋牌室、健身房、培训机构、体育场馆、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聚集场
所暂不开放；各类学校、教育培训机构暂不开学；餐饮企业实行线
上订餐、线下配送，允许打包外带，暂不开放堂食。政务中心、金融
保险、水电气通讯营业网点等服务窗口，公共交通、农贸市场、宾馆
酒店、物流快递、美容美发等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条件下恢复营
业，采取必要措施控制人流。

云南瑞丽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

低风险区有序解除居家隔离管理

我国首次在野外成功救护野生东北虎

“完达山1号”营养状况较好

一个敢写一个敢发
反智论文何以过审？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罗
沙 任沁沁）点一桌子菜剩一大半、吃自助
餐拿太多吃不完……这种情况商家能否收
费？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
审稿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

此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一审稿对此
已经作出了规定。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

审稿进一步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
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
的相应费用。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村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李蕊对此认为，收取厨余
垃圾处理费用的具体标准如何确定，仍然
有待进一步考量。她建议，可遵循试点先
行、分步骤审慎推进的原则，充分保障餐饮

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各项
权利，强化有关部门对餐饮服务价格的监
督检查，避免厨余垃圾处理费用的收取导
致餐饮消费价格不适当提升。

同时，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浪费的定义
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明确食品浪费是指
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
功能目的合理利用，包括废弃等。

草案二审稿还进一步明确反食品
浪费工作的牵头部门和有关执法主
体。根据草案，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应
当加强对全国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组织
协调。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有关违法行
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指定的部门实施处罚。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任
沁沁 罗沙）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26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其中增加规定，要求公务活动用
餐“节俭安排”。
此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一审稿规定，

公务活动用餐应当推行标准化饮食。有的
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公
务活动用餐管理，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提

出，“标准化饮食”的表述不明确。
对此，草案二审稿作出进一步明确，机

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细化完善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
公务活动用餐规范，加强管理，带头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公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应当根据
实际情况，节俭安排用餐数量、形式，不得
超过规定的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村法治

研究中心主任李蕊表示，公务活动用餐涉及
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无论从防止食品浪费、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还是从节约财政资
金的角度，都必然要“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这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她认为，草案二审稿强调“应当根据实
际情况”“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等，既考虑
到实际需求，也强调了标准限制，可以达到
防止公务活动用餐浪费的目的，具有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白
阳刘硕颜之宏）打开手机App，不少网络
平台提供了从生活消费到金融理财等“一
站式”服务，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便利。然
而，海量用户数据掌握在这些平台手中，是
否会带来个人信息安全风险？

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
审稿，对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个人信息保
护义务作出规定。

草案二审稿明确，提供基础性互联网
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

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对严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
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定期发布
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

公务活动用餐要求“节俭安排”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对超大型互联网平台有规定

不让你的数据“裸奔”

7部法律将在
自贸区暂调适用
涉及民办教育促进法、
会计法、商业银行法等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王立彬）
自然资源部26日在官方网站（www.mnr.
gov.cn)和钓鱼岛专题网站（www.diaoyu-
dao.org.cn）发布其组织编写的《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

该调查报告基于长期的历史调查数据，
并采用最新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等调查方式，
获取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海岛和30米
以浅区域最新地形数据，编制了最新大比例
尺海岛地形地貌专题图，进一步完善了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基础地理数据体系，对开
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资源管理与生态环
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新华热评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孙少
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日前公布全国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
据。通报显示，2021年3月，全国共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504起，批评教育帮
助和处理9537人（包括37名地厅级干部、725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855人。

根据通报，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3173起，批评教育帮助和
处理5014人。根据通报，今年3月全国共查
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331起，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4523人。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中央巡视组原
副组长董宏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董宏作
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6504起

最高检依法对中央巡视组
原副组长董宏决定逮捕

4月26日，中铁十一局建设者在安九高铁温碧岭特大桥进行铺轨作业。当日，在湖北省
黄冈市黄梅县独山镇与安徽省宿松县佐坝乡交界处，安九高铁湖北段与安徽段完成接
轨。安九高铁（安徽安庆至江西九江）正线全长198.3公里，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主要通道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 新华社发

安九高铁
湖北段与安徽段接轨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刘奕
湛）军人崇尚和珍惜荣誉，将荣誉视为生命。
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的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
二审稿明确，军人的荣誉和名誉受法律保
护。军人获得的荣誉由其终身享有，非因法
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的荣
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誉，不得故意毁损、玷
污军人的荣誉标识。草案二审稿提出，违反
本法规定，侵害军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财产
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表彰方式、强化媒体责任、扩大礼遇
对象，根据有些常委会委员、地方和社会公众
建议，草案二审稿增加以下规定：国家通过授
予勋章、荣誉称号和记功、嘉奖、表彰、颁发纪
念章等方式，对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军人
给予功勋荣誉表彰；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
等媒体，应当积极宣传军人的先进典型和英
勇事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走访慰问烈士、因
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地方人民政府
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举行重要庆典、纪念活

动时邀请军人家属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
故军人的遗属代表参加。

有些常委会委员、单位和社会公众提
出，本法是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应突出
军人特殊地位和职责使命，建议专章对军
人地位作出规定。对此，草案二审稿增加
“军人地位”一章，规定军人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武装力量基本成员，是全国各族人
民爱戴的人民子弟兵，是人民军队捍卫国
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坚强力量，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并相应规定军人担负的具体职责使命。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于佳
欣）我国自贸试验区或从7月1日起迎来7
部法律暂时调整适用，这意味着“证照分
离”改革进一步深化，也将推动政府职能转
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
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
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

草案规定，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
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民办教育促进法、会计
法、注册会计师法、拍卖法、银行业监督管
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相
关调整在三年内试行。按照直接取消审
批、审批改为备案的方式推进改革。

草案明确，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的其他区域参照执行。

拟直接取消审批的事项包括实施中
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
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
校筹设审批，民办普通、高级技工学校
筹设审批，民办技师学院筹设审批等；
拟审批改备案的事项包括会计师事务所
分支机构设立审批，从事拍卖业务许可，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行级以下分支机
构（不含分行）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
范围审批等。

草案明确，对实践证明可行的，由国务
院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意见；对实践证明
不宜调整的，在试点期限届满后，恢复施行
有关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为
了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推进“放管
服”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授权国务院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
规定符合党中央精神和有关改革要求，是
必要的。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二审稿明确

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荣誉

我国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王优玲）经国务院同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监管的意见》，从加强从业管理、规范住房
租赁经营行为、开展住房租赁资金监管等7个方面，对从事转租经
营的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明确了监管措施。

意见要求，从事住房租赁经营的企业，以及转租住房10套（间）
以上的自然人，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其名称
和经营范围均应当包含“住房租赁”相关字样。住房租赁企业跨区
域经营的，应当在开展经营活动的城市设立独立核算法人实体。

为引导住房租赁企业回归住房租赁服务本源，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意见要求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在商业银行设立1个住房租赁
资金监管账户，向所在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并通过住房
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向社会公示。住房租赁企业单次收取租金超过
3个月的，或单次收取押金超过1个月的，应当将收取的租金、押金
纳入监管账户。

同时，意见禁止套取使用住房租赁消费贷款。住房租赁企
业不得变相开展金融业务，不得将住房租赁消费贷款相关内容
嵌入住房租赁合同，不得利用承租人信用套取住房租赁消费贷
款，不得以租金分期、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赁
消费贷款。

监管部门重拳出击 规范住房租赁经营行为

禁止套取使用住房租赁消费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