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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 202家家政企业获
“信用认证”
消费者可查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记录等信息
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正
式启用一年多，
截至目前，
我区共有 202
家家政企业加入平台，消费者可查询企
业及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等相关信息。

为推动家政服务业规范化、规模
化、专业化发展，营造诚实守信的行业
环境，我区商务系统全面推进家政服务
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鼓励和督促家政

服务企业及时在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上录入企业及从业人员信息。
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可通过“家政
信用查”服务员端 App填报信息，建立

并展示个人信用记录、健康信息等。消
费者可通过消费者端 App查询信息，
家政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信息在全国
范围内共享。
据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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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余家涉旅经营户完成诚信评价

您游云南吗？可根据分值选商家

◆游客在云南罗平的七彩
花田步道上拍照。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近年来，云南省着力健全旅游行
业诚信体系，营造诚信、规范、理性的 ◆丽江玉龙雪山蓝月谷景色。
旅游经营环境和旅游消费环境，为旅
聪说：
“ 推进涉旅经营户诚信评价工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
作，构建旅游诚信体系，建立健全涉旅
自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今
经营户诚信评价工作长效机制，是实
年 上 半 年 ，云 南 省 已 完 成 7大 类 、 现云南省旅游转型升级和‘旅游革命’
147595家涉旅经营户的诚信评价，旅
的重要举措。”
游市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优胜
旅游企业诚信评价体系由规范指
劣汰环境正逐步形成。
数(
政府评价)
、品质指数(
专业评价)
、体
云南省要求各地按照“应评尽评” 验指数(
游客评价)
构成，分别由政府有
的原则，推进旅行社、餐饮企业、住宿
关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以及第三方评
企业、旅游汽车公司、租赁车公司 5类
估机构、游客对旅行社、餐饮经营户、
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全覆盖。2018年， 住宿经营户、旅游景区等 7类涉旅经营
省文化和旅游厅在丽江市古城区对涉
户进行评价。3项指数最终形成诚信
旅经营户诚信评价工作进行试点，之
指数，采用 10分制记分。
后向全省推广实施。
诚信评价指数高于 6分的涉旅企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德
业，将作为诚信商家上线“一部手机游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云南”平台，显示诚信评价分值;诚信
评价指数低于 6分的涉旅企业则将进
入重点监管系统，由相关监管部门督
促整改。目前，全省有 566家涉旅经营
户被列入重点监管。重新评价达标的
经营户将移除监管名单，整改仍不达
标的经营户将被列入旅游市场“黑名
单”。数据同步至信用中国(
云南)
列为
失信人员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对实际
控制人实施行业禁入。逐步建立旅游
市场依托诚信评价“优胜劣汰”的工作
机制。同时，诚信分将公开发布。游
客可根据分值选择商家提供服务，并
可实时对服务体验进行评价。
据《云南日报》报道

中国银行业协会建立“黑灰名单”
日 前 ，中 国 银 行 业 协 会 修 订 了
法、业务合规和履职遵纪”；两个服务
2007年《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 核心为“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和维护国
明晰了银行业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并
家金融安全”；一项名单惩戒机制包括
将名称变更为《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 “黑名单”
“灰名单”
及相关制度。
操守和行为准则》
（以下简称《操守和
《操守和准则》明确，银行业协会
准则》），明确了银行业协会通过银行
建立违法违规违纪人员“黑名单”和
业“黑名单”
“灰名单”等制度对违法违 “灰名单”，对纳入相关名单的人员实
规违纪人员实施自律惩戒。
中国银行业协会
有关负责人表示，
《操
守和准则》框架上不
再按照与客户、同事
等主体关系展开，而
是按照规范职业操守
名单
和行为准则的目标设
黑灰
定框架。
《操 守 和 准
制度
则》分为七章五十四
条，具体而言，
《操守
和准则》提炼了“七项
职业操守”
“三类行为
规范”
“两个服务核
心”和“一项名单惩戒
机制”。其中，三类行
为规范包括“行为守

行通报同业、行业禁入等惩戒制度。
名单惩戒机制具有广泛的法律法规基
础，切实为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的贯
彻实施提供力度。
信用中国

中央网信办将打造
“一站式”个人信息
保护知识库

今年以来，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
时有发生，尤其疫情防控期间，个人信
息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近日举行
的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
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
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高林介绍，今年
以来，中央网信办针对联防联控、复工
复产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多
头、重复、反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个
人信息滥用和泄露事件频发，个人信
息“善后”措施欠缺等突出问题，指导
督促各地方和有关部门规范开展个人
信息收集、使用、存储、防护工作。
“去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信部、
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持
续开展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专项治理，对存在问题的 App采
取约谈、公开曝光、下架等处罚措施。”
高林说。
据了解，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于 9月 14日至 20日在全国 31个
省（区、市）统一开展。高林表示，今年
网安周期间，将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
道宣传普及个人信息保护常识：一是
举办 App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介绍专
项治理工作进展，解读相关文件，并邀
请专家就 App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前沿技术等开展研讨；
二是打造“一站式”个人信息保护知识
库，在线上平台的对话访谈、线上课堂
和微课等版块都汇聚了大量的个人信
息保护内容，方便网民“一站式”获取
丰富的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三是开展
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活动，全国总工
会、全国妇联发动广大职工、妇女广泛
参与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升个
人信息保护意识。
据光明网

鄂尔多斯市昊鑫绿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油田废弃物
集中处理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鄂尔多斯市昊鑫绿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油田废弃物集中处理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法》、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
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昊鑫绿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油田废弃物集中处理厂技改项目拟选址在鄂
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章盖嘎查境
内。项目处理工艺技改仍在现有处理厂区内
进行，不新增占地；在处理厂东北侧新增 1处
自然沟渠进行填埋，占地面积为 93332.
4m2
（140亩）。本项目钻井固废（岩屑）处理规模
30万 m3/
a，年运行 300天。上部井段钻井固
废（岩屑）加入改良剂处理 15万 t
/
a；下部井段
钻井固废（岩屑）制免烧砖 3万 t
/
a
（约 1070万
块）；下部井段钻井固废（岩屑）高温氧化处理
12万 t
/
a，经处理达到 I类固体废物标准后，5
万 t用于路基土，22万吨填埋场填埋。总投资
900万元。
二、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方式和期限
1、查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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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期限
本公告公布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边企业和居民。
2、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
和建议，并简要说明原因。即日起以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公司咨询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
和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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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鄂尔多斯市昊鑫绿科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物华公寓楼
814房
联系人：陈俊明；电话：13550202988；邮
箱地址：
2939321120@qq.
com
评价单位：鄂尔多斯市嘉鑫环保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联系人：
杨工 联系电话：15661103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