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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
加强资金内控管理

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为加强中央企业资金
内部控制管理，进一步提升防范重大资金损失风险
能力，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通知，围绕建立健全
资金内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资金内控制度建设、
强化资金内控关键环节监管以及有效开展境外资
金风险管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近年来，一些中央企业出现资金管理体系不健
全、制度执行不到位、支付管理不规范、信息化建设
滞后等问题。

国资委此次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资金内
部控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各央企要高度
重视资金内控管理工作，落实内控部门的资金内控
监管责任、工作职责与权限，明确监管工作程序、标
准和方式方法，构建事前有规范、事中有控制、事后
有评价的工作机制，形成内控部门与业务、财务（资
金）、审计等部门运转顺畅、有效监督、相互制衡的
工作体系。

根据通知，各中央企业要切实加强资金内控制
度建设，确保内控要求嵌入到资金活动全流程；要
持续强化资金内控关键环节监管，建立资金内控关
键要素管理台账，持续跟踪监测预警资金内控要素
异动情况，严格银行账户和网银监管，加强大额资
金支付监管。

围绕境外资金风险管控，通知强调各中央企业
内控部门要结合所属境外单位所在国家（地区）法
律法规和本企业内控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境外资金
内控监管体系；完善境外资金内控监管制度，明确
境外大额资金审核支付、银行账户管理、财务主管
人员委派、同一境外单位任职时限、资金关键岗位
设置等方面要求，促进境外资金合规管理；加强境
外资金风险防范，及时做好重大资金风险应急处置
工作。

两部门：

延续实施应对疫情
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新华社北京 3月 23 日电（记者 申铖）记者 23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帮助
企业纾困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
告，明确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根据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
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
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中，
自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湖北省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
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
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公告明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
持政策的公告》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凡已经到期
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
税收政策的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凡已经到期
的，执行期限延长至2021年 3月 31日。

公告称，2021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
已征的按照公告规定应予减免的税费，可抵减纳税
人或缴费人以后应缴纳的税费或予以退还。

银保监会启动人身保险行业
佣金制度调研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 谭谟晓）记者从
银保监会获悉，银保监会近日向各人身保险公司发
函，全面启动人身保险行业佣金制度调研工作。

据介绍，自1992年代理人模式引入内地保险市
场以来，依赖于“人海战术”的个人代理渠道迅速成
为人身险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保险公司
营销员数量爆发式增长，现行佣金制度的弊端逐渐
显现。营销体制粗放发展、佣金分配比例失衡、营
销机制激励短期化，是行业“长险短做”、虚假业务、

“退保套利”等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此次调研主要集中于各人身保险公司的营销队

伍组织架构、营销员佣金分配机制、代理人渠道存
在问题及公司的应对措施、佣金制度改革建议和需
要关注的风险等内容，同时要求各人身保险公司填
报代理人渠道相关数据和指标。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调研是对
人身保险行业佣金制度长期存在问题的一次彻底
摸底，银保监会将结合调研情况，构建长效机制，研
究修订相关制度，明确佣金制度的改革方向。

西湖龙井进入全面采摘期

3 月 23 日，杭州梅家坞村的茶农在采摘西湖龙
井“明前茶”。

近日，随着晴好天气来临和气温的升高，浙江
杭州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区里的梅家坞村、龙井
村、翁家山村等产茶区的茶农们开始大面积采摘
西湖龙井“明前茶”。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北京大学对三星堆 6 个坑的
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
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
进行了初步判定：三星堆4号坑年
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 1199 年至
公 元 前 1017 年 ，也 就 是 距 今 约
3200 年至 3000 年，年代区间属于
商代晚期。

在 3 月 22 日的央视《新闻 1+
1》节目中，白岩松连线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王巍，解答三星堆“上新”后，大
家关注的一系列问题。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器物，
显示其文明程度曾相当高，但它为
什么仿佛突然消失了？王巍表示，
未在遗址发现大规模洪水痕迹，推
测不是由洪水导致。“这是最大的
谜。个人认为，三星堆繁盛一个时
期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成都的金
沙。最新考古测年发现，两者之间
年代是紧密衔接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
面具”造型夸张，让不少网友怀疑
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对此，王巍表
示没有这种可能，“‘青铜纵目面具
’的‘纵目’特别夸张，只是因为古

人把它作为一个‘神’，并不能当成
古人真实的长相”。

三星堆是来自两河流域的苏
美尔文明吗？

王巍表示，没有可能。“小人像
基本上是小方脸，是比较典型的四
川人长相，它的鼻子、眼睛是夸张
了的，不能当作当时人的真实面
相。”

1986年三星堆1、2号坑亮相，
为何两次发掘间隔长达 34年？王
巍表示，因为1号坑、2号坑发现之
后，马上就建了一个做展示和保护
的平台，把另外几个坑压在下面
了。2019 年，四川又全面对这个
区域进行钻探，才发现 3 到 6 号
坑。这 34 年并不是没有工作，尤
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省考
古院一直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工作，
比如发现大型城址、高等级建筑
等。

三星堆为什么出土那么多象
牙？王巍表示，这表明象牙对于三
星堆古蜀文明有特别意义，无论是
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都有这
个特色。但是这个意义究竟是什
么，尚待研究。

（央视）

三星堆4号坑年代测出

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近

日联合发布《常见类型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规定》，明确了地图导航、网络约

车等 39 类常见类型移动应用程

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瞄准超范

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等过度索

权问题。

新规传递哪些信号？下一步

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

明确收集范围
划出红线底线

“刚刚聊到某个话题，很快就

在一些 App 中收到相关广告”，

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曾在不

久前的 App 个人信息保护监管

座谈会上说，当前，一些 App 在

商业利益驱动下，未经用户同意

违规获取语音等输入信息，并进

行广告精准推送。

过度索权引发的焦虑、风险，

被高度关注、重点整治。继工信

部重点整治违规调用麦克风、通

讯录、相册等权限，四部门出台

的规定将矛头聚焦这一问题。

规定明确了 39 类常见类型

移动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

围。比如，地图导航类的基本功

能服务为“定位和导航”，必要个

人信息为位置信息、出发地、到

达地。网上购物类的基本功能

服务为“购买商品”，必要个人信

息包括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

收货人姓名（名称）、地址、联系

电话；支付时间、支付金额、支付

渠道等支付信息。

业内专家认为，规定对信息

收集范围进行明确，鲜明指出必

要个人信息是指保障 App 基本

功能服务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个

人信息。划出底线、明确红线，

为保护个人信息提供规则依据。

知情同意、最小必要
是重要原则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

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

护管理暂行规定》，知情同意和

最小必要是其中两项个人信息

保护的重要原则。

知 情 同 意 原 则 要 求 从 事

App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以

清晰易懂的语言告知用户个人

信息处理规则，由用户在充分支

持的前提下作出自愿、明确的意

思表示。最小必要原则要求从

事App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

具有明确合理的控制，不得从事

超出用户同意范围或者与服务

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不久前，电信终端产业协会

发布了《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最小必要评估规范》系列标准，

最小必要原则同样位列其中，旨

在对移动互联网行业收集使用

用户人脸、通讯录、短信、位置、

图片等个人敏感信息进行规范。

工信部将重点解决“麦克风

权限滥用”“未经用户同意擅自

读写相册”“过度索取通讯录”等

当前用户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持续专项行动
拒不整治坚决下架

“我们保护个人信息的态度

是坚决的，法律是不断完善的，

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工信

部部长肖亚庆此前公开表示。

据悉，工信部连续两年部署

开展专项行动。今年将加大力

度，延续这样的整治行动。

在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对

拒不接受整治的 App 要坚决下

架。同时，也要提高技术装备能

力，检测出信息保护的漏洞。全

国 App 技术检测平台要形成全

年检测180万款的覆盖能力。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
将狠抓严查 App 侵害用户权益
行为，紧盯反复出现问题被点名
通报的重点企业。同时推动App
及 SDK开发运营者、应用分发平
台、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设备厂
商、安全厂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近
年来我国互联网安全相关企业
增长迅速，以工商登记为准，
2020年我国新增超5.5 万家互联
网安全相关企业，年注册增速达
85%。工信部将加大力度推动网
络安全产业发展，为信息保护筑
牢基础。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直指App“偷窥”、随意索权！
新规发布管住“乱伸的手”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地图导航类：位置信息、出
发地、到达地。

网络约车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乘车人出发地、到达
地、位置信息、行踪轨迹；支付
时间、支付金额、支付渠道等支
付 信 息（网 络 预 约 出 租 汽 车 服
务）。

即时通信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 话 号 码 ；账 号 信 息 ，包 括 账
号、即时通信联系人账号列表。

网络支付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注册用户姓名、证件
类型和号码、证件有效期限、银
行卡号码。

网上购物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收货人姓名（名称）、
地址、联系电话；支付时间、支
付金额、支付渠道等支付信息。

餐饮外卖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收货人姓名（名称）、
地址、联系电话；支付时间、支
付金额、支付渠道等支付信息。

邮件快件寄递类：寄件人姓
名 、证 件 类 型 和 号 码 等 身 份 信
息；寄件人地址、联系电话；收
件人姓名（名称）、地址、联系电
话；寄递物品的名称、性质、数
量。、

交通票务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旅客姓名、证件类型
和号码、旅客类型。旅客类型通

常包括儿童、成人、学生等；旅
客出发地、目的地、出发时间、
车次/船次/航班号、席别/舱位
等级、座位号（如有）、车牌号及
车 牌 颜 色（ETC 服 务)；支 付 时
间、支付金额、支付渠道等支付
信息。

婚恋相亲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婚恋相亲人的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

求职招聘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求职者提供的简历。

网络借贷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借款人姓名、证件类
型和号码、证件有效期限、银行
卡号码。

房屋租售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房源基本信息，包括
房屋地址、面积/户型、期望售价
或租金。

二手车交易类：注册用户移
动电话号码；购买方姓名、证件
类型和号码；出售方姓名、证件
类型和号码、车辆行驶证号、车
辆识别号码。

问诊挂号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挂号时需提供患者姓
名、证件类型和号码、预约挂号
的医院和科室；问诊时需提供病
情描述。

旅游服务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出行人旅游目的地、

旅游时间；出行人姓名、证件类
型和号码、联系方式。

酒店服务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住宿人姓名和联系方
式、入住和退房时间、入住酒店
名称。

用车服务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使用共享汽车、租赁
汽车服务用户的证件类型和号
码，驾驶证件信息；支付时间、
支 付 金 额 、支 付 渠 道 等 支 付 信
息；使用共享单车、分时租赁汽
车服务用户的位置信息。

投资理财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投资理财用户姓名、证
件类型和号码、证件有效期限、证
件影印件；投资理财用户资金账
户、银行卡号码或支付账号。

手机银行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话号码；用户姓名、证件类型
和号码、证件有效期限、证件影
印件、银行卡号码、银行预留移
动电话号码；转账时需提供收款
人姓名、银行卡号码、开户银行
信息。

演出票务类：注册用户移动
电 话 号 码 ；观 演 场 次 、座 位 号
（如有）；支付时间、支付金额、
支付渠道等支付信息。

网络社区类、网络游戏类、
学习教育类、本地生活类、邮箱
云盘类、远程会议类：注册用户
移动电话号码。

女性健康类、网络直播类、
在线影音类、短视频类、新闻资
讯类、运动健身类、浏览器类、
输入法类、安全管理类、电子图
书类、拍摄美化类、应用商店
类、实用工具类：均无须个人信
息，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

（新华 央视）

39类App能提取哪些个人信息？明细在这里
国家网信办、工信

部、公安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
布《常见类型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
信息范围规定》，明确
了 地 图 导 航 、网 络 约
车、即时通信、网络购
物等 39 类常见类型移
动应用程序必要个人
信息范围，要求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其运营
者不得因用户不同意
提供非必要个人信息，
而 拒 绝 用 户 使 用 App
基本功能服务。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