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新闻 11CHONGQING DAILY

2019年 10月 16日 星期三
责编 张信春 美编 张辉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表示，中
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
的，没有差别。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第
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近日在华
盛顿举行。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实质
性的第一阶段协议。中方表示双方在
一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意朝着最
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请问中美双方
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态度是否一致？

耿爽说：“昨天我已就新一轮中美
经贸高级别磋商作出过回应。美方说

的是实际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
致的。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也
是一致的，没有差别。”

耿爽说，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
利，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

又讯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
说，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

品包括：大豆2000万吨、猪肉70万吨、
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吨、棉花32万
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方近日表示，中方已经开始大量采购美
国农产品。国内外舆论对此都很关
注。你能否介绍一下今年以来中方采
购美国农产品的情况？

耿爽说，据向有关部门了解，中国
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以市场化的方
式自主采购了美国农产品。根据初步
掌握的信息，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美采
购的农产品包括：大豆2000万吨、猪肉
70万吨、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吨、棉
花32万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
产品。

中美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的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今年中国企业自美采购农产品情况，表示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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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记
者 李延霞）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
开放，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部分条款予
以修改。

15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
寿表示，本次修改两部条例的部分条
款，主要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落实已宣布的重大金融开放举
措，将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对
外开放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

刘福寿表示，两部条例的修改，进
一步放宽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准
入条件，丰富了外资银行的商业存在形
式，为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设立和经
营提供了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
这将吸引更多机构来华经营。

“比方说，取消拟设立外资银行法
人的外资唯一或主要股东的资产规模
限制和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
公司30年经营年限的要求，将为规模
或经营年限没有达到上述标准但具备
专业特色的外资机构来华设立机构提
供更多空间。我们欢迎更多符合条件

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设立机构，为金融
市场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广大金融消费
者。”他说。

两部条例的修改还进一步扩大了
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降低了部分
业务的准入条件，为外资银行展业提供
了更有利的条件，比如允许外资银行开
业时即可同步开展本外币业务等。

“我们希望现有外资机构能够充分
利用两部条例修改带来的发展空间和
机会，不断提高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
经营活力与管理能力。”刘福寿说。

据他介绍，修改两部条例的过程
中，我国坚持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安
全并重、扩大开放与自主灵活实施并
重、扩大开放与有序推进并行等原
则，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
道路。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华外资
银行、保险公司数量和规模稳步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外资
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机
构、116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51家代表
处。境外保险公司共设立了59家外资
保险法人机构和131家代表处。

国务院修改两部条例

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宽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龙保勇

机构编码：000002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40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创富路3号3幢负3层至1层（所在楼层名义层负2层至2层）、21层21-3至21-

5（所在楼层名义层22层）、22层至29层（所在楼层名义层23层至30层）

成立时期：1996年08月16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88356263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

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 险 业 务 机 构 地 址 变 更 公 告
10月 19日，重庆市“洁小青”

公益徒步市级示范活动将在涪陵
区蔺市镇举办，800余名热爱环保
的青少年将参与其中，共同为环保
事业添一份力。

800余人为“美”徒步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环境
保护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绿色发
展战略，关乎每个人的责任。青少
年更是生态环境建设的生力军，有
着为环保事业贡献力量的美好愿
望，更有着良好的实践行动。

2019年9月，共青团重庆市委
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
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
市农业农村委正式下发《重庆市“洁
小青”生态环保青年志愿服务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致力于生活垃圾
分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植绿护绿
等生态环保行动，号召广大青年生
态环保志愿者投入到环保行动中，
共建美好家园。

作为重庆市“洁小青”生态环
保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的重要实践
之一，10月 19日的“洁小青”公益
徒步活动将通过“运动+公益+互
动”的方式，组织800余名志愿者徒
步走完20公里的路程，并在沿途设
置美丽乡村“代言人”、最美庭院

“园艺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
传员”、公益环保项目“加油站”、垃
圾分类“我知道”等多个环节，引导
参与青年们化身“环保卫士”，亲身
去发现乡村美景、去美化农村人居

环境、去宣传农村人居整治知识、
去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为全市居民
树立环保意识，并将通过公益善款
募捐的方式，让环保行动更加长久
而持续，让重庆山水“颜值”更高，
让重庆大地“气质”更佳，让美景长
存、青山更绿、绿水更清。

志愿服务助环保

据了解，碧桂园重庆区域作
为此次活动的协办单位之一，积
极参与活动的同时，号召员工、
业主、社会力量等踊跃加入到

“洁小青”生态环保青年志愿服
务队伍中来，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让环保与美好共赢。

碧桂园重庆区域积极响应“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
念，身体力行，以环保为己任，打造
绿色建筑，提倡绿色办公，倡导绿
色文化，参与环保实践。2018年，
碧桂园重庆区域就曾发起“拾荒
跑”公益环保活动，让运动与社会
公益相结合，用行动去感召人们争
当城市的建设者、公益的践行者，
为更多的人传递绿色环保的正能
量。本次积极参与“洁小青”公益
徒步活动，就是碧桂园重庆区域环
保精神的重要延续。

除了热心环保以外，碧桂园重
庆区域还积极参与到教育、扶贫、养
老、体育等各项公益事业中，不断从
形式、内容、广度、深度等方面创新
进步，始终用行动为公益添彩。

方媛

碧桂园携手“洁小青”助力环保

在网上预订酒店，抵达后前台要求
微信扫码才能办理入住。在这个过程
中，一些客人认为没有必要收集的个人
信息也被留存了。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华住集团
旗下有的酒店要求住客使用微信扫码
办理入住，实际上却是将住客变成自己
的“会员”。由此，住客的身份证、家庭
地址、生日、邮箱、账号、密码以及银行
账户等信息均可能被收集留存。

扫码入住即“入会”，
个人信息被收集留存

公开资料显示，华住集团旗下拥有
包括汉庭、全季、美爵、桔子、漫心、海友
等多个酒店品牌。记者在北京、上海、
厦门等地的相关酒店暗访时发现，客人
在前台入住时多被要求使用微信扫码，
实际“被入会”。

“新华视点”记者通过携程分别预
订了北京、上海、厦门的全季和汉庭酒
店客房，在办理入住时，酒店前台要求
记者使用微信扫码。

记者注意到，在办理入住的“微信
一键登录”按钮下，有一行小字——“我
已阅读并同意《华住会员服务条款》和
《华住隐私声明》”，如不同意打勾，无法
完成入住登记。而一旦打勾，华住则进
一步要求住客提供手机号，并自动为该
手机号注册“华住会员”。

华住方面称，2019年5月6日正式
上线了扫码入住功能，会邀请客人通过
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成为华住会员，包含
门店、线上等所有渠道预订入住的客
人。当然，住客也可以自行选择，不通过
扫码的方式，在酒店前台人工办理入住。

但记者发现，在办理入住时，一些

酒店没有明示或者主动告知“扫码入住即
等于入会”，除非住客主动明确提出“微信
无法使用”或“不想成为华住会员”。

想用 WiFi 也必须首先成为会
员。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在全季酒店客
房内使用免费WiFi功能，同样需要事
先勾选一份华住会员相关条款的文件。
根据网页提示，一旦勾选同意，华住会自
动将住客手机号注册为华住会员。

《华住隐私声明》提出，“您在通过
华住网站或移动应用软件使用华住的
服务时，我们会要求您提供姓名、性别、
身份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生日、邮
箱、账号、密码及其他您在选择酒店时
的一些偏好以及支付时提供的银行账
户或信用卡等信息。”

如果住客发现“被会员”，不希望个
人信息留存在华住的服务器上，可否通
过注销会籍实现？记者拨打了华住酒店
集团官方客服电话，要求客服注销记者
的会籍。随后客服表示，即使注销会籍，
记者的个人信息也仍将留存在其后台。

收集信息“未明示”
且违背“最少够用原则”

华住官网广告显示：华住在1000
多个城市有6000余家酒店，拥有1亿
会员。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
栋认为，“家庭住址、账号、密码等显然
都不是住店必要收集的信息。”网络安

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得收集与其提供
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华住不仅未明
示消费者“扫码入住即入会”，其收集的
有关信息也违背“最少够用原则”。

业内人士指出，包括身份证、银行
账号等在内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可能
会被不法分子用于多个场景的违法犯
罪活动。而“手持身份证照”可被用于
批核网贷等其他金融场景。

此外，在扫码入会环节中，住客的
微信昵称和头像被华住同时获取，一旦
发生泄露，住客的个人社交账户有被曝
光的风险。“不少人在微博、豆瓣等社交
平台上都使用和微信同名的社交账号，
不法分子有可能借此梳理并获取你的
社交关系网。”

事实上，华住集团此前曾发生过信
息泄露事件。去年8月，有人在境外网
站挂售华住集团5亿条会员信息。上
海公安发布通报称，涉嫌窃取华住集团
会员数据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对于
未落实网络安全措施的责任主体单位，
警方也将依法予以查处。

如何加强对消费者的
信息安全保障

今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在《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中强调：仅当用户知悉收集使用规则并

明确同意后，网络运营者方可收集个人
信息。

对于是否违规、过度索取住客个人
信息，华住集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华住集团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相
关要求，保护用户信息，并通过技术与
管理手段提升安全防护能力。相关人
士还表示，将通过内部培训加强门店的
相关管理规范。

专家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
善，对于企业收集信息如何属于过度、
最少够用原则的标准以及如何处罚等
方面的规定比较模糊。

此外，专家认为，当前个人信息保
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维权难。如果
不是专业测评机构或媒体曝光企业超
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不少用户仍被

“蒙在鼓里”；企业与个人在博弈中处于
不对等地位，即便发现企业违规收集信
息，个体消费者起诉企业的成本很高。

左晓栋建议，监管部门可尝试根据
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
保护个人信息不力黑名单；同时建立更
为有效的用户投诉反馈渠道，对用户反
映集中的问题进行集中查处。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使用微信扫码
或下载使用App时要尽量小心，尤其
是在信息授权前，要留意打勾项后的文
字叙述，对于未明示同意就获取用户授
权的，可向当地消协或工信部门投诉。

（据新华社厦门10月15日电）

不扫码入住酒店难，谁来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颜之宏 王俊禄 桑彤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十一世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向党中央敬献
唐卡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受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接
受了敬献的唐卡。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十一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向党中央
敬献唐卡，唐卡主题是“班禅向习近平
总书记敬献哈达”，表达了对中国共产
党的坚定拥护、对人民领袖的衷心爱
戴、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丁薛祥向班
禅和藏传佛教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
候。丁薛祥希望班禅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坚定政治立场，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继承和发扬历世班禅爱国爱
教的光荣传统，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
和民族团结。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
向，在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中发挥带头引领作用。

班禅表示，一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嘱托，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积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者，努力为促进西藏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
部长尤权主持敬献仪式。

十一世班禅向党中央敬献唐卡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记
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
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上涨 3%，过半系猪肉价格上涨推
动。今年1至9月平均，CPI比去年同
期上涨2.5%，低于全年3%左右的调控
预期目标。

9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当月，食品烟
酒价格同比上涨8.4%，影响CPI上涨
约2.49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
上涨69.3%，涨幅扩大22.6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1.65个百分点。牛肉、

羊肉、鸡肉、鸭肉和鸡蛋价格涨幅在
9.4%至 18.8%之间；鲜果价格上涨
7.7%，涨幅回落16.3个百分点。此外，
鲜菜价格下降11.8%。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
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
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5.8%、2.2%
和1.7%，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
价格分别上涨1.6%、0.7%和0.6%；交
通和通信价格下降2.9%。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2%，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9月份CPI上涨3% 猪肉价格是主因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下发《关于开展
2019年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训考试的通
知》，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核发办
公室负责人日前围绕2019年新闻采编人
员岗位培训考试工作，就业界关心的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新华社）

加强新闻记者队伍建设 提高从业人员能力素养
——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核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就2019年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训考试工作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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