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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1月20日至22日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十三届
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委员长会
于提请审议湿地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全
议 12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决定，十三届
家庭教育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1 月
于提请审议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的议
20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
案、关于提请审议教育法修正草案的议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
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
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动物防疫
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的议
法修订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海
案。
警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
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二十五
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法律援助法草案的
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议案、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关于移
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
会关于提请审议修订执业医师法的议

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摩洛哥王
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外事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
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分
别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
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关于 2020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12 日 电（记 者
胡喆）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
新进展、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记者 12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拟服务于重型运载火箭
的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
术攻关已取得积极进展。
据悉，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
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负责研
制，其性能指标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能更好地满足我国未来火箭和重大航
天任务对动力的需求。该型发动机的

研制可填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和技
术空白，对诸多基础学科和工业领域
有巨大的牵引带动作用。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此前
披露的信息，
我国正在研制中的重型运
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0 吨，
是实施月球探测、
深空探测，
开展大型空
间基础设施建设、
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
重要依靠，
可极大提升我国开发利用空
间和维护太空安全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研制的多型火箭发动机也传来了新消

息。此前，由该集团六院研制的长征
五号 B 运载火箭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顺
利完成了一次型号可靠性试车，进一
步验证了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的能力，
为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执行空间站任
务奠定了基础。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将执行空间
站各舱段的发射任务，其中核心舱将
于今年春天率先发射。此次试车是根
据工程总体安排的专项工作之一，有
利于提高整个空间站任务建设阶段发
动机的可靠性。

爷爷奶奶的智能手机课堂

1 月 12 日，
在长沙市天心
区金盆岭街道
夏家冲社区，老
年人在课上学
习如何关注微
信公众号。
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天心
区金盆岭街道
的夏家冲社区
采取“老年人点
单 ，志 愿 者 送
课 ”的 方 式 ，邀
请志愿者为有
需要的老年人
开展智能手机
使用培训，普及
智能手机知识
和常用功能，深
受老年人欢迎。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天涯海角”美丽“冻人”
海南持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

新 华 社 海口 1 月 12 日电（记者
严钰景）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
自
1 月 8 日提升寒冷四级预警为三级预
警以来，
海南已连续5天发布寒冷三级
预警。1月12日10时40分，
海南省气
象局继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受强冷

空气影响，海南岛将出现持续低温天
气过程，
预计 12 日夜间，
包括陵水、三
亚在内的1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
7℃及以下最低气温，
五指山等高山地
区最低气温将降至3℃以下。
据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前期，海

南全岛维持低温天气，1 月 12 日中部
山区最低气温将降至 2℃至 5℃；中
期冷空气减弱，海南岛北部、中部和
东部地区有分散小雨或雾，各地气温
缓慢回升；后期受新的冷空气影响，
全岛普遍有小雨，
气温下降。

我国征信业将迎来新规

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征信机构不得过度采集信用信息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

的报告；
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
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作了汇报。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
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
负责人就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议题
等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
席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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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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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殴打防疫工作人员

河北邢台一男子被拘留
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12 日电（记者 李
继伟）记者从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
局获悉，近日信都区一男子因殴打防疫工
作人员被拘留。
近日，
信都分局张宽派出所接辖区群众
报警称，
有人在邢煤生活区三区门口违反防
疫相关要求，
不扫健康码强行出小区。张宽
派出所接警后，
迅速赶到案发现场。
经调查，李某某，男，1953 年出生，其不
按防疫要求居家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未按
要求出示健康码并强行要出小区，该小区
门岗防疫人员及时将其拦住，告知其现在
防疫政策，李某某拒不配合，后与门岗防疫
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冲突，态度恶劣，并殴打
防疫工作人员。
据悉，违法嫌疑人李某某因涉嫌故意
伤害被行政拘留 5 日，
并处罚款 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