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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供 求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典 当

▲吴晓静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2200105205724，特此声明。
▲ 韦 唯 （ 身 份 证 号 码 ：
522129199109042566）于2015年
8月21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
石阡县人民医院出生女婴一名，其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
P520316628，声明作废。

遗 失

▲陈林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500231199608216235，特此声明。

▲武献国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B3栋 802 房收据伍

张，号码为：0000632、0006005、

0000627、0000470、0000444 声

明作废。

▲陈士东遗失中南西海岸B29-

405 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 170068666 金额:319721元,

声明作废。

▲陈士东遗失中南西海岸B29-

405 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 170068664 金额:50000 元,

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9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
字第803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2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酷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李建华等人(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拟将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
镇凤翔路府城镇大院B幢第四层403房的房产予以处置。如对
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包括异议书及相关证据、身份材料递交
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海南省大数据开发应用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9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7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7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大数据的开发应
用，发挥大数据提升经济发展、社会治理
和改善民生的作用，促进大数据产业的
发展，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服务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大数据开
发应用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大数据，是指以容量大、
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
特征的数据集合，以及对数据集合开发
利用形成的新技术和新业态。

第三条 大数据开发应用应当坚持
全省统筹、依法管理、市场主导、创新引
领、共享开放、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省、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大数据开发应用工
作，协调解决大数据开发应用重大问题。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规
划、指导、监督全省大数据开发应用工作，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数据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大数据开发应用相关工
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省大数据
管理机构，作为实行企业化管理但不以
营利为目的、履行相应行政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责的法定机构。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大
数据开发应用总体规划，统筹政务信息
化项目管理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
管理运营政务数据资产，推进政务和社
会大数据开发应用，具体实施大数据开
发应用监督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和有关部
门，按照适度超前、合理布局、绿色集约、资
源共享的原则，编制本省大数据开发应用
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依据本省大数据开发应用总
体规划，编制本区域、本部门、本行业大数据
开发应用专项规划，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
主管部门和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备案。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
和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制定数据采集、开发、
交换、共享、开放、安全等标准，实现数据准
确、完整、规范，促进大数据的开发应用。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应当制定政务信
息资源全过程管理规范。

第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采集、
开发和利用数据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定，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大数据开发应用、安全等
方面知识的宣传普及、教育培训，增强全
社会大数据安全意识，提高大数据开发
应用和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第二章 大数据开发与共享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跨部
门、跨区域、跨行业的大数据信息资源协
同推进机制，统筹规划全省信息基础设
施，推进信息资源的归集整合、共享开放
和融合应用。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本
行政区域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大

数据开发应用支撑能力，提高信息基础
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第十一条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应当
建设、管理全省统一的政务数据中心、信
息共享交换平台、政务大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和政务数据开放平台等政务信息资
源共享开放基础设施以及全省基础性、
公共性政务信息化项目。

已建、新建的政务信息系统，应当与
全省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基础电信运
营商建设国际海底光缆及省内登陆点等
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安全便利的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提高本省的国际通
信互联互通水平。

第十三条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应当
统筹推动政务数据采集汇聚、登记管理、
共享开放，推动社会数据汇聚融合、互联
互通、开发利用。

第十四条 政务信息资源实行目录
管理。

政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
规定和标准，编制、注册登记、更新、维护政
务信息资源目录，并负责采集政务数据。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和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统筹确认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目录和开放目录。

本条例所称政务部门，是指政府部
门及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

第十五条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分为
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三种
类型，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以外
的政务信息资源应当共享。

凡列入不予共享类的政务信息资
源，应当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政
策依据。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应当会同保密等
有关部门开展政务信息资源负面清单审
核工作。

第十六条 政务部门应当按照采集
数据类型、登记信息以及标准规范，在规
定期限内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中的共享
数据向全省统一的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进
行汇聚共享。

通过共享可获得的政务信息资源，
政务部门不得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重复采集。

第十七条 政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
和本省有关规定提供和使用共享数据，
并确保其共享开放的政务信息资源准
确、完整、可用、及时更新。

第十八条 政务部门通过全省统一
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基础设施获取
的政务信息资源，与纸质文书具有同等
效力。

第十九条 从事数据采集、存储、清
洗、开发、应用、交易、服务等大数据生产
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大数据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依法规范数据的采集、管
理和使用，可以参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管理标准建立数据目录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鼓励大数据生产经营单
位通过共享获得、联机验证等方式采集
数据。

因商业用途需采集个人信息的，大
数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申明采集的目
的、用途和具体信息等，并取得被采集人
的同意。被采集人要求采集人删除个人
信息的，采集人应当删除。

第二十一条 大数据生产经营单位
不得以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用户体验、定
向推送信息、研发新产品等为由，以默认
授权、功能捆绑等形式强迫、误导被采集
人同意其采集个人信息。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大数据生产
经营单位不得采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
个人信息，不得以被采集人拒绝提供相关
信息而限制或者拒绝其享受普遍服务。

采集个人信息，还应当遵守本条例和
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鼓励大数据生产经营
单位将相关数据向全省统一的信息共享
交换平台汇聚，或者开发利用政务信息
资源开展业务。

第二十三条 鼓励行业协会、学会、
商会等组织，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服
务机构以及从事供水、供电、供气、公共
交通、金融、通信等公共服务的企业将依
法收集、存储的相关数据，按照本省有关
规定向全省统一的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提
供，用于数据的共享和开放。

第三章 大数据应用与
产业促进

第二十四条 政务信息资源开放分
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不予开放三
种类型。

政务部门应当广泛征集社会公众对
政务信息资源开放的需求，及时制定和
调整政务信息资源开放目录，按照国家
和本省有关规定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中
的开放数据向全省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
平台汇聚开放。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可以通过全省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平
台免费获取无条件开放的政务信息资源。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可以申请获取有条件开放的政务信息
资源。申请者应当向全省统一的政务数
据开放平台提交数据使用申请，说明数
据用途、应用场景、使用时限和安全保障
措施等。

政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通过全省统一的政务数据开
放平台向申请者开放所需数据；不同意
开放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依据。

第二十七条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和
政务部门应当推动原始性、可机器读取、
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政务信息资源向社
会开放，推动政务信息资源挖掘、增值利

用和大数据产业发展。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和政务部门应当

优先推动信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
教育、环境、气象、企业登记监管等民生
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务信息资源向社
会开放利用。

在依法利用和保障安全的条件下，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和政务部门可以通过
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合作等方式，开展
政务信息资源市场化开发应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应当加强大数据在政府决策、监
督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推动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应当推动大数据在公共安全、劳
动就业、社会保障、城乡建设与管理、人
口资源与环境、卫生健康、养老服务、社
会救助、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应
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升社会治理能
力和服务民生水平。

第三十条 支持运用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加强公共信用数据与互联网、电子
商务、第三方信用信息等数据的汇聚整
合，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第三十一条 政务部门、大数据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积极运用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为人员、物资、资金自由便捷流动
提供技术服务和安全保障。

第三十二条 支持运用大数据提升
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投资、贸易“单一窗
口”，推动数据协同、简化和标准化，为企
业提供全程数据服务。

第三十三条 推动大数据与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种业、
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维
修、金融、航运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开
发新产品新服务，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十四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利用国内外大数据资源创新大数
据产品、技术和服务。

支持大数据关键技术、解决方案、重
点产品、配套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和应用
研究，培育大数据骨干企业，建立大中小
企业协调发展的大数据产业体系，推进
大数据产业集聚。

鼓励资源丰富、技术先进的大数据企
业开放大数据平台的数据、计算能力、开
发环境等基础资源，推动大众创新创业。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投资大数据发展应用；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金融产品，完善金融服务，支持大数据
发展应用；鼓励社会资金采取风险投资、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大数据
发展应用；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大数据
企业依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大数据人才发展规划，培养和引
进高端领军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为大数
据人才开展教学科研和创业创新等活动
创造条件。

第三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职业学校、企业开展产学
研合作，建设大数据教学培训、研发孵
化、创新创业基地。

鼓励引进国际和国家级大数据科研
机构在本省设立研发中心。

第三十八条 推动大数据与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卫星导航、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培育大
数据服务新技术、新业态，促进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

第三十九条 依法获取的各类数据
经处理无法识别特定数据提供者且不能
复原的，或经过特定数据提供者明确授
权的，可以交易、交换或者以其他方式开
发应用。

第四十条 数据交易应当遵循自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法
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四十一条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应
当培育数据交易市场，规范交易行为，鼓
励和引导数据交易主体在依法设立的大
数据交易平台进行数据交易，加强对大
数据交易平台的监管。

第四十二条 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
单位应当制定和完善数据交易规则、信
息披露规则、数据交易备案登记等管理
制度。

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单位应当建立
安全可信、管理可控、全程可追溯的数据
生产、共享、开放、交易和流转环境，保证
数据交易安全可信。

第四十三条 数据交易应当依法订
立合同，明确数据质量、交易价格、提交
方式、数据用途等内容。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大数据交易平
台建设单位应当推广使用数据交易合同
示范文本。

第四章 数据安全与保护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按
照下列规定，履行大数据安全管理职责：

（一）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大数据
安全和相关监督管理。

（二）公安机关负责大数据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相
关违法行为。

（三）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和市、县、自
治县信息化主管部门分别负责组织实施
本行政区域内政务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
和安全保障工作，指导督促社会大数据
开发应用的安全保障工作。

（四）国家安全、保密、密码管理、通
信管理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
负责大数据安全相关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 政务部门和大数据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数据安全等级、数
据安全风险测评等管理制度，建立大数
据安全重大风险识别处置机制，加强对
大数据安全技术、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的

风险评估和安全管理。
第四十六条 政务部门和大数据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数据安全应急预
案，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数据
丢失、毁损、泄露和篡改，确保数据安
全。发生重大数据安全事故时，应当立
即采取补救措施，告知可能受到影响的
用户，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七条 政务部门和大数据生
产经营单位存储数据，应当选择安全性
能、防护级别与其安全等级相匹配的存
储载体，并且依法进行管理和维护。

政务部门和大数据生产经营单位销
毁数据，应当明确销毁对象、流程和技术
等要求，以不可逆方式销毁数据内容。

第四十八条 在电子政务、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使用电子签名、
密码技术，鼓励电子签名认证数字证书
在互联网上应用。

第四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责
任保护其采集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数据的安全。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采集的数据，未
经被采集人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但是
经过处理后无法识别特定单位和个人且
不能复原的除外。

第五十条 省大数据管理机构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大数据生产经营单位
信用档案，记录数据生产、交易、应用、管
理、安全等方面的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
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已设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本条例未
设定处罚，本省其他地方性法规已设定
处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五十二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和有
关部门、大数据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在大数据开发应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妨碍大数据开发应用
工作的，视情节轻重，由任免机关或者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政
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大数据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视情节轻重，由任免机关或
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本条例规定汇聚数据的；
（二）未按本条例规定编制、注册登

记、更新、维护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
（三）无故拒绝、拖延提供政务信息

资源的；
（四）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有本条例规定的违法

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记入信用档案，予
以公示，并依照有关规定实施信用联合
惩戒。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
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化项目和制作或者
获取的各类信息资源及其次生信息资
源，分别按照政务部门信息化项目和政
务信息资源进行管理。

第五十六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
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9年11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大数据开发应用条例
（2019年9月27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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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者
王茜）公安部交通管理局4日发布，国庆
长假前4天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
稳，5日起各地将陆续迎来返程高峰。

据介绍，国庆长假前4天，群众探
亲、旅游外出活动增多，各类庆祝和商
业活动密集，各地普遍迎来出行高峰。
各大城市周边道路、高速公路和主要景
点交通流量大幅上升。但在全国公安
交管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国道路交通总

体平稳顺畅，未发生大范围、长距离交
通拥堵，未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截至10月4日17时，全国接报道
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
相比分别下降38%、41%，一次死亡3
人以上同比下降20%，未发生一次死
亡10人以上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未来两天我国部分地区气温将下
降6℃—8℃，一些地区还会多阴雨天气。

我国各地道路交通
5日起将陆续迎来返程高峰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者余
俊杰）记者4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今年国庆假期前4天旅游消费创历史新
高，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5.42亿人次，
同比增长 8.0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526.3亿元，同比增长8.58%。

文化和旅游部监测数据显示，国庆
假期前4天，红色旅游成为国庆假日旅

游市场主旋律，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
船、杨家岭、西柏坡、古田会议旧址、香
山革命纪念地等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
流高峰。

数据显示，自驾游、家庭游、定制游、
夜间游、赏秋游成为国庆假日旅游市场
新亮点，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戏剧
场、电影院、历史文化街区等吸引众多游

客。在景区降价、服务提升、科技赋能、
市场治理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游客满意
度和获得感明显提升。

据介绍，国庆期间，各景区为应对
大客流，积极采取强化公共交通协调联
动、加强车流监测和分流、完善道路指
示标识系统、调整景区开放时间等措
施，推动景区提质扩容。八达岭长城景

区调整开闭园时间，早晨提前至6：00，
晚间延至20：00左右，同时开放部分夜
长城。

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北京、四川、
江西、湖南、重庆等地文旅部门深入各景
区景点开展巡查和暗访工作，充分发挥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作用，假期前4天旅
游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国庆假期前4天

国内游客超5.4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