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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到保障农民工工资

一批民生新规今起正式施行

据新华社兰州10月31日电（记者 胡伟
杰）记者31日从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兰州市第五轮大规模核
酸检测共采样255.7493万人，全部为阴性，采
样区域包含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10
月30日0时至24时，甘肃省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9例，其中兰州市4例、天水市5例。18日至

31日，甘肃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5例。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周邦贵

介绍，随着各项稳产保供措施的落实，蔬菜
价格在疫情初期非正常上涨后正在逐步回

落。10月30日，兰州农产品交易中心重点监测
的15种蔬菜平均批发价4.6元/千克，较25日（价
格高峰日）下降13.2%。兰州市主城区蔬菜平均
零售价8.4元/千克，较高峰日下降22.9%。

过了重阳便作寒。11月起，一批关系
到社会民生的重要新规开始施行。从守
护个人信息安全到保障农民工工资……
法治的阳光，为你送来缕缕温暖。

个人信息安全有了专门法律保护

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
杀熟、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自11月1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
式施行，全方位保护你的信息安全。

本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
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
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
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
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
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
者，本法特别规定了其需要履行的义务，

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
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
受社会监督等。

工资保证金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
定》自11月1日起施行，有望破解工程建设
领域的农民工欠薪问题。

规定明确了工资保证金的全国统一
规范，规定工资保证金按工程施工合同额
（或年度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原则上
不低于1%，不超过3%。对施工合同额低
于300万元的工程，且施工总承包单位在
签合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发生工资
拖欠的，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相应的
工程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由人社部门依法作出责令
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工

资保证金接受人社部门监管，除用于清偿欠
薪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缓缴税款

为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自11月1
日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缓缴税款，至明
年1月申报期结束。

具体措施包括：对今年四季度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及随其附征的城市建设维护税，
以及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不含其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
税）实行阶段性税收缓缴。

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制造业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其实现的税款全
部缓税；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至4亿元的
制造业中型企业，实现的税款按50%缓税，特
殊困难企业可依法特别申请全部缓税。为
纾解煤电、供热企业经营困难，对其今年四

季度实现的税款实施缓缴。上述缓税措施延
期缴纳时间最长为3个月。

规范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自11月9
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消防技术服务行
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
动，不得从事或者通过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
行行业垄断等。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对服务情况作出
客观、真实、完整的记录，按消防技术服务项
目建立消防技术服务档案。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不得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违规行为给他人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经维护保养的建
筑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发生火灾时未发
挥应有作用，导致伤亡、损失扩大的，从重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据新华社广州10月31日电（记者 刘宏宇）广州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日前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推出按月还房租提
取新业务试点，该试点在广州市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继园东”社区推出。

按照试点新规，符合租房提取条件的住房公积金缴存
人，可以授权公积金中心每月将所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直接划
转给收租方用于支付房租。申请审核通过后，缴存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每月自动直接转入出租人指定银行账户用于
支付租金。提取额度不超过当月应付租金。

疫情防控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建立蔬菜动态储备机制，加强对储备调运经营户的管理。及时了解市场菜品储备情况，稳定市场供应，

保障居民日常消费需求。图为10月31日，商户在西宁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拣选蔬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西宁10月31日电（记者 李
宁）青海省西宁市10月31日新增1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共有4例确诊病例。
西宁市已对相关地区采取封控管控措施，
并增设1995个核酸临时采样点。

据悉，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陈
某某，女，28岁，现住西宁市城西区高槽
巷3号院，已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轻型。目前西宁市
已对陈某某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
检测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相关地区已加
强封控管控。

另据新华社西宁10月31日电（记者
李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一
些人员制造传播涉疫情虚假信息，违反疫
情管理规定，扰乱疫情防控秩序，遭到警

方依法处理。连日来，青海西宁警方查处
14起涉疫情违法案件，共15人被依法处
理，并向社会公布三起典型案例。

10月25日，在西宁市湟源县东峡乡兰
占巴村疫情防控检查服务点，工作人员要
求进村人员扫码并测量体温时，鲁某、雷
某某拒不配合工作，鲁某辱骂工作人员，
雷某某殴打工作人员并摘下口罩向工作
人员吐痰。公安机关依法对雷某某给予
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10月25日，一网民在微信群中散布“西

宁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的虚假涉疫信息,
这条信息在网上广泛传播，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其罚款300元的处罚。

10月28日，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某小区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核查登记出入人员时，小
区住户金某因未戴口罩被工作人员提醒，要
求其戴口罩扫码入内。金某拒不配合，辱骂
工作人员，并在未做任何登记的情况下强行
冲卡回到家中。随后，民警将金某带回派出
所调查。金某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其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兰州蔬菜平均零售价下降22.9%

内蒙古

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

内蒙古决定

为每户农牧民提供2吨平价煤

川渝联合发布

首批政务数据共享责任清单

据新华社重庆10月31日电（记者 黄兴）记者从重庆市
大数据发展局获悉，川渝两地大数据发展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川渝政务数据共享责任清单（第一批）》，共涉及川渝622类
政务数据，并将于年底前完成共享。此举旨在以责任清单的
形式推动川渝政务数据资源跨区域跨层级共享流通，支撑政
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更好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助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据悉，上述清单的政务数据资源中，重庆提供331类，四川
提供291类，涵盖财税金融、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及道路交通等领
域，将广泛用于跨省办理社会保险、跨省查询机动车和驾驶证信
息、养老与工伤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比对等便民服务，以及探矿权
延续与变更登记等法人业务办理。川渝两地相关单位年底前可
直接通过本地共享系统访问对方共享的政务数据资源。

三峡水库

连续12年完成175米满蓄任务

10月31日拍摄的三峡大坝（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西宁新增1例确诊病例

扰乱防疫秩序 15人被警方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31日电（记者 贾立君）10月31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了解到，自治区人民政府最
新决定：为农牧民冬季取暖提供每户不低于2吨的平价煤，确
保农牧民冬季取暖有煤烧、买得起，让农牧民温暖过冬。

记者了解到，10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煤价持续上涨，即便
是全国产煤大市之一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农牧区市场上
每吨煤价也相继突破1600元、1800元，而运距远一点的其周边
盟市甚至突破2000元，使得许多靠燃煤取暖的群众面临较大
的生活支出压力，有群众表示“烧煤好比烧玉米，让人心疼”。

眼看天气渐冷，而不少还在观望煤价的群众尚未储足冬
季取暖煤。10月下旬，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伊金
霍洛旗、东胜区等地政府纷纷发出倡议，号召当地煤炭企业
和社会各界，为群众提供平价煤或捐赠免费煤，得到数百家
煤矿和社会各界，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响应。
“鄂尔多斯部分旗区的做法，既缓解了群众的‘燃煤之急’，

又可起到抑制过高煤价的作用，有利于煤炭行业的良性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局长王金豹说，自治区认为，内蒙古作为
北方高寒地区，保障人民群众冬季取暖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也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故作出这一决定。

决定要求，自治区能源局负责协调落实农牧民冬季取暖
用煤的煤源。产煤盟市农牧民用煤，由本盟市落实解决；自
身供应能力不足的盟市农牧民用煤，由鄂尔多斯、呼伦贝尔、
锡林郭勒等煤炭主产区帮助解决。

王金豹说，对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煤价问题，自治区要求，
全区各盟市农牧民取暖用煤价格按不同煤种热值，分别在去
年10月底坑口价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0%。

广州试点

住房公积金“按月还租”

据新华社福州10月31日电（记者 张华迎）记者从福建
省林业局获悉，近日科研人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开展
生物资源本底调查过程中，发现两栖动物新物种“武夷林
蛙”、大型真菌新物种“多形油囊蘑”。相关科研成果已分别
在国际学术期刊《Zookeys》《MycoKeys》上发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 刘诗平）水利部发布
的汛情通报显示，31日8时，三峡水库蓄至正常蓄水位175
米，自2010年以来连续12年完成175米满蓄任务。

这也是三峡水库2020年整体竣工验收转入正常运行期
后首次蓄至175米，为今冬明春发挥供水、发电、航运、生态等
综合效益奠定了良好基础。

汛情通报显示，2021年夏季长江上游来水偏少，但华西秋
雨造成较重秋汛，来水较往年偏多、偏迟，长江干流发生1次编
号洪水，嘉陵江发生2次编号洪水，部分支流发生超警洪水。

目前，长江上游主要控制性水库已基本蓄满。

武夷山国家公园

发现两栖动物、大型真菌新物种

上海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小镇

今明两天暂时关闭

一例过境列车乘客核酸检测阳性

杭州发出紧急提醒

新华社上海10月31日电（记者 许
晓青 龚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月31
日晚间发布公告，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上海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小镇将于11
月1日和2日暂时关闭。恢复运营时间
一旦明确，度假区将及时另行公告。

据了解，31日傍晚起，为配合新冠
肺炎疫情流行病学调查，上海迪士尼乐
园和迪士尼小镇停止游客进入。乐园
内的部分游乐设备临时停止运行。所
有已在乐园的游客在离园时被要求在
出口处接受核酸检测。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31日晚也发布紧急通告：接外省
市协查通报，根据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
要求，请10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间
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小镇的
所有人员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或
学校等）报告，并应立即前往就近的指
定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全程佩戴
口罩。以上所有人员进行2天闭环管
理和12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其间
分别于第1、2、7、14天进行4次核酸检
测，前两天暂时不返工返校，留在家中，
非必要不外出。

此外，上海市的交通主管部门也迅
速部署，市交通委安排220辆临时接驳
公交车至迪士尼西公交枢纽，转送迪士
尼游客。31日当晚，上海轨道交通11号
线迪士尼站暂停运营服务。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告知记者，已尽
速启动相关票务退改咨询，游客可通过
多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2020年 1月至5月间，响应政府部
门对疫情防控的要求，上海迪士尼曾暂
时闭园。

新华社杭州10月31日电（记者 俞
菀）记者10月31日从“杭州发布”获悉，10
月31日上午，杭州从过境杭州列车截下乘
客中，检出一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患者。

该人员占某某，女，10月29日乘坐
G1382列车从上饶到上海，10月30日乘
坐 K287 列车从上海返回上饶。乘坐
K287列车期间，因被告知为日前江西省
通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列车长要求其
与同行者杨某某就近在杭州临时下
车。10月31日凌晨，两人闭环转运至定
点医院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10月31日上午，占某某新冠病毒核
酸初筛阳性，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
核阳性，有发热等症状，结合临床表现，被
诊断为确诊病例。杨某某核酸检测阴性，
无相关临床症状。与占某某同乘8车厢人
员信息已转往相关省市追踪管理。

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出提醒，乘坐过以下车
次的人员，请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酒
店报备相关情况，并配合做好核酸检测
和相关管控措施：10月29日乘坐上饶—
上海（G1382）列车的人员，特别是4、5、6
车厢人员；10月 30日乘坐上海—南昌
（K287）列车的所有人员。

河北深泽县

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江西

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31日电（记
者 王春燕 侯维轶）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
31日0时至12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
增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
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新增本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3例（均在阿拉善盟额济纳
旗），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8例。

截至31日12时，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例；本土确诊
病例160例（呼和浩特市土左旗2例、新城
区1例，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15例，鄂尔
多斯市伊金霍洛旗1例，阿拉善盟额济纳
旗140例、阿拉善左旗1例）、疑似病例1例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新华社石家庄10月31日电（记者 闫
起磊）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1日通报，
31日，深泽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

据通报，确诊病例武某某，女，73岁。
10月30日到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30
日晚核酸初检为阳性，31日凌晨核酸复检
为阳性，经市专家组会诊，确定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轻型）。

无症状感染者王某某，男，46岁，与武
某某为母子关系。10月30日陪武某某到省
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30日晚核酸初检
为阳性，31日凌晨核酸复检为阳性，经市专
家组会诊，确定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新华社南昌10月31日电（记者 闵尊涛
赖星）10月31日晚，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
最新疫情，31日0时至18时，江西省报告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

据通报，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现住九
江市柴桑区八里湖，为上饶市铅山县确诊病
例林某某的密切接触者，10月29日从铅山乘
车返回九江，10月31日经核酸检测复核为阳
性，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新增4例无
症状感染者，均为铅山县确诊病例林某某的
密切接触者，10月31日经核酸检测复核为阳
性，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据通报，目前排查出的上述新增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者和次密接者均已
被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管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