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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公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采集个人信息须经本人同意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吴雨）为
促进我国征信业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日
前公布了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
稿）
》，明确提出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应当
遵循“最少、必要”的原则，
不得过度采集。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我国征信业进

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代，但由于缺乏明
确的征信业务规则，导致征信边界不清，信息
主体权益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
为提高征信业务活动的透明度，保护信息主
体合法权益，人民银行起草了《征信业务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信用信息和征信业务

万亿元国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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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明确规定。
在采集信用信息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
征信机构采集个人信用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
本人同意，并明确告知信息主体采集信用信
息的目的、信息来源和信息范围，以及不同意
采集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等事项。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 申铖）
记者 12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截至 2020 年末，
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全面完成，共
划转 93 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
本总额 1.68 ?亿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

在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方面，征求意见
稿明确，信息使用者使用征信机构提供的
信用信息，应当用于合法、正当的目的，不
得滥用。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信用信息安全和
跨境流动进行了规定。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决策部署，财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资委密切配合，
全力推进划转工作。财政部表示，中央层面划
转工作的全面完成，为促进建立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力保障，充
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
共享。

福建首次发现恐龙足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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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矿事故迟报 小时
22 人被困井下，现场救援情况复杂难度较大
据新华社济南 1 月 12 日电 记者 12
日晚从山东烟台栖霞市笏山金矿事故现场
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
行，井下 300 米空气质量已经达标，救援吊
桶已经到达井下 180.5 米。
据烟台市政府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
理局局长孙树福介绍，因井筒装备遭到爆
炸破坏，通风管下放阻力大，排放有毒气
体、清除障碍物需要一定时间，
现场救援情
况复杂、难度较大、任务艰巨。通过全力加
压排气，专家论证认为井下 300 米以上空
气质量已基本达标，370 米以上不具有危
险性。
截至 1 月 12 日 16 时，救援吊桶已经
到达井下 180.5 米；消防队员将声音检测
系统输送至井下 370 米处，正在持续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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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动态；备选方案中的 3 个钻孔已完成
选点论证，1 台 20 厘米口径钻机已入场作
业，1 台 30 厘米口径钻机已到达现场正在
安装，1 台 75 厘米口径钻机预计于 13 日
凌晨到达。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倾尽一
切办法，绝不轻言放弃。”
孙树福说，救援指
挥部将坚持把救人放在首位，全力推进井
筒清障作业和救生孔施工，争分夺秒、不惜
代价抢救被困人员。
1 月 10 日 14 时，山东五彩龙投资有
限公司笏山金矿距井口 240 米处的“一中
段”发生爆炸，导致 22 人被困井下。据介
绍，事故发生后，企业迅速组织力量施救，
但由于对救援困难估计不足，直到 1 月 11
日 20 时 5 分，才向烟台栖霞市应急管理局
报告有关情况，存在迟报问题。

迟报矿难，就是与人民为敌

导致 22 人被困的山东烟台栖霞市笏
山金矿事故，迟报时间长达 30 个小时。 涉
事企业对生命的漠视，无异于草菅人命，就
是与人民为敌，国法必不容。
烟台市发布的消息显示， 这起事故发
生在 10 ? 14 时，但企业向栖霞市应急管理
部门报告时，已经是次? 20 时。 长达 30 个
小时的时间里，企业虽然组织了救援，却始
终没有向栖霞市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直到发
现救援难度超出自身能力，才“揭开盖子”。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重大事故早报、
快报，早已成为共识。 第一时间上报，意味
着政府部门可以更早、更专业、更大力度实
施救援， 为被困或受伤人员争取更大脱险
机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就明确规定，事故单位负责人在接到现
场报告后， 应当在 1 小时内向地方政府部
门上报事故信息。同时，国家有关法律对迟

报、瞒报事故有严厉的惩罚规定。
然而，在一道道“高压线”面前，总有个
别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存在侥幸心理，事
故发生后不是抢时间争取救援力量， 而是
“争取时间”将事故“大事化小”，企图逃避
处罚。 直到藏不住了， 才向上级政府部门
“求救”。
迟报， 消耗的是被困人员脱困生还的
机会。笏山金矿事故中，第一时间上报和拖
延 30 个小时之后上报， 可能导致 22 名被
困人员最终的命运截然不同。置 22 个鲜活
的生命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这样的企业将
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春节将至，每个家庭都期盼团圆。我们
期盼 22 名被困人员能尽快脱险，也期待着
有关方面尽快揭开践踏生命的企业的 “黑
盖子”，一查到底，给人民一个交代。
（新华社济南 1 月 12 日电）

新华社福州 1 月 12 日电
（记者 张逸之 袁全） 记者 12
日从福建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
临城镇龙翔村发现大规模晚白
垩世恐龙足迹群，这也是福建
省在恐龙及其遗迹方面的首次
发现。
该足迹群由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
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察队
于 2020 年 11 月发现，目前已
清理出恐龙足迹 240 ?枚，包
括植食性蜥脚类、大型鸟脚类、
小型鸟脚类、肉食性大型三趾
型兽脚类、两趾型恐爪龙类、
小
型兽脚类等至少 8 种。这也是
晚白垩世大型恐爪龙类行迹在
中国首次发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
授邢立达说，这些足迹尺寸长
度为 8 厘米至 55 厘米不等，根
据这些足迹判断，造迹恐龙的
体长从 1 米到 10 米不等，在
1600 平方米的区域发现种类
如此丰富的恐龙遗迹，对研究
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恐龙活动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专家介绍，足迹群中，多种
恐龙足迹保存有良好的行迹，
行
迹模式清楚。剖面的层面还保
存有波痕、泥裂、
虫迹等丰富的
沉积构造和遗迹化石，
显示出多
种恐龙在旱季湖畔活动的场景。
■ 小型恐爪龙类足迹（2020 年 11 月 9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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