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张昕 检校：张媚 黄如祥A11 时政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文昌市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
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
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文昌市文清大道文汇花园集中办公区二楼。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5km的矩形区域
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
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建设单位：文昌市水务局；邮箱：shuiwujv@126.com；地址：海南
省文昌市文清大道文汇花园集中办公区二楼；电话：13976741750。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1.18~2021.1.29。

文昌市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屯昌县医疗废物协同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hainan.gov.
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以本项
目厂址为中心边长5km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
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
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光大环
保能源（屯昌）有限公司；邮箱：jifengy@ebchinaintl.com.cn；地址：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电话：13006050998。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1.19~2021.2.1。

屯昌县医疗废物协同处置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航天农贸市场公开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1HN0022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航天农贸市场整体进行
公开招租。文昌市龙楼镇是中国滨海开放航天发射中心--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中心所在地，全镇总面积9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7
万。龙楼镇航天农贸市场位于龙楼镇文铜西路北侧，于2012年12
月建造，现尚未投入使用，建筑面积共2059.20平方米，该市场中间
部位划分为186个摊位，围绕摊位外围为36间铺面，每间建筑面积
均为18平方米，室内基本装修，水电设施到位，具备使用功能。一、
挂牌底价为315979元，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三年
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20%。租赁期限为15年。二、本项目采
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
由报价，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三、公告期：
2021年１月２１日至2021年２月３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0898-66558038吴先生、
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
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１月21日

海府路东湖原海口港客运售票大楼
部分房产再次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1HN0188-2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海府路原海口港客运售票大楼建筑一

至五层部分房产及副楼一至三层部分房产公开整体招租，公告如下：
租赁房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东湖，大楼对外出租面积约

5570㎡，租金挂牌底价：357.21万元/首年；租期为5年，租金每年按
上年租金递增6%；公告期为：2021年1月21日至2021年2月3日。
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月21日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武记农产品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塔洋镇城
东街，用地面积9579.43平方米，公司现申报项目设计方案，申报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8894.2m2，容积率0.9288，建筑密度
42.94%，绿化率15%。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月21日至1月29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
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
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
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武记农产品工贸有限公司粮食
加工厂配套工程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百达万泉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嘉积镇福海

路南侧，用地面积为519平方米，公司现申报项目设计方案，申报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1238.67m2（计容建筑面积
1209.12m2），容积率2.33，建筑密度50.42%，绿化率20.14%。为了
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
时间：7个工作日（1月21日至1月29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
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 233号；邮编：
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百达万泉三期工程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百达万泉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嘉积镇福海
路南北两侧。因原批方案中C-02-02地块已置换，所以公司现申
请对项目内未建设的地块进行调整，调整后C-02-05地块指标为：
总建筑面积9056.05m2（计容建筑面积6705.12m2），容积率2.02，建
筑密度44.16%，绿化率14.88%。C-03-03地块指标为：总建筑面
积6401.48m2（计容建筑面积4837.96m2），容积率2.31，建筑密度
46.29%，绿化率 16.5%。福海路南侧地块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4234.99m2（计容建筑面积 4065.21m2），容积率 2.22，建筑密度
52.44%，绿化率22.44%。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月21日至1
月 29 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
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
用地现场。 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
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
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百达万泉项目规划方案（调整）的公示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1年1月29日上午9:30起在“中拍平
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对下述房地
产进行公开拍卖：

一、标的物：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600米处南侧海南生态软

件园C地块一期C08栋房地产【海南老城开发区政务中心正对面
“沃克公园”内，园内编号8808号】，钢筋混凝土结构，共4层，《不动
产权证》登记的土地性质为出让类商服用地\办公（分摊土地使用权面
积1887.59m2），证载房屋建筑面积2091.93 m2，起拍价2300万元。

二、注意事项：即日起对上述房地产提供现状展示、察看及相关
咨询、资料，凡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并缴纳300万元的竞买保证
金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并按先线下后线上的顺序完成网络竞价登记
手续。

注：保证金银行进账【户名：四川元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中市分行；账号：
951000010001845393 ；银行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1月28日18:
00止；请备注20210129澄迈房产竞买保证金】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即日起请按约定缴纳保证金的竞买人于
2021年1月28日18:00前完成网络竞价线下报名手续【报名地址：
①在海南省澄迈县城（具体地址请电话咨询）或②四川省巴中市江
北新区云台街33号2楼均可】，线下已报名竞买人须在2021年1月
29日上午9:00前完成网络竞价线上注册和报名。

四、联系人及电话：唐先生13881675966邬先生13458336331
刘女士13778451585【微信服务专号】

网站公告查询：Http://www.scyhpm.com Http://www.
saa123.com Http://paimai.caa123.org.cn

★【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务必注意，网络竞价的保证金缴纳、
网络竞价资格的确认等相关手续均在线下现场办理；本次自由竞价
时间为2小时，限时竞价为3分钟】★

四川元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9日

海南省澄迈县海南生态软件园办公用房
拍 卖 公 告

川元亨公告【2021】拍（网）字003号

融创·观海苑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
高隆大道东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之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该项目经第48次市规委审议通过，2019年7月14日取得《建设项目
设计方案变更确认通知》，最终经批复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为：总用
地面积43566.85平方米（折合65.35亩），总建筑面积100663.97平
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86262.36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4401.61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86804.1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3859.84平方米，容积率1.98，建筑密度15%，绿地率40.0%，建筑
限高15层，停车位616辆，住宅户数758户。因该项目施工图的深
化设计，建设单位向我局申请该项目的规划调整，调整后的修规方
案已于2020年12月4日经专家评审通过，拟调整的各项经济技术
指标如下：总用地面积43566.85平方米（折合65.35亩），总建筑面积
100663.9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为86262.36平方米，不计容建筑
面积14401.61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86804.1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13859.84平方米，容积率1.98，建筑密度15%，绿地率40%，建筑
限高15层，停车位616辆，住宅户数758户。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
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调整
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1月21日至2 月19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205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1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融创·观海苑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报建文本（修改）》调整批前公示

据新华社香港1月20日电 1月
20日，《之江新语》《习近平谈“一带一
路”》《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文繁体
版出版研讨会在香港举办。

《之江新语》是习近平主席在担任
浙江省主要领导期间，在省域层面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是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文献。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
社于2007年8月首次出版，中文繁体
版出版，有助于港澳地区和海外读者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及其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文版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文献出

版社编辑出版，收入习近平主席2013
年 9月至2018年 7月这段时间内关
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稿42篇，
深刻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原
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该书中文
繁体版出版，有助于港澳地区读者更
好理解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文版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文献出
版社编辑出版。这部专题文集以2012
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
察工作时讲话的要点《改革不停顿，开
放不止步》为开卷篇，以2018年12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收卷篇，收入
习近平主席论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文稿72篇。中文繁体版出版，对
于引导港澳地区读者全面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开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
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卢新宁说，
《之江新语》等三部习近平主席著作系
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充满着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对人民幸福的追
求，既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又具有深
厚的人格力量。希望港澳地区读者从
中更好地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国
家发展大局，携手并肩走向美好未来。

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伟中表示，三部习近平主席著作繁
体版出版发行，深入介绍习近平主席
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充分展现
习近平主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有助于港澳
读者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认知和理解。联合出版
（集团）有限公司将努力做好线上线下
出版宣介推广工作，为港澳及海外读
者更好地了解、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积极作用。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
教授阎小骏表示，《之江新语》一书中
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主席的爱民情怀、
发展理念和工作作风，非常值得香港

各界人士认真学习。《之江新语》出版
中文繁体版，将使港澳地区读者有机
会阅读、学习和研究这本重要著作。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
星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始终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主要目的是共同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解决的是全
球性发展问题，而不是解决单个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问题。研读《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中文繁体版，有助于港澳
地区读者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研讨会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中央驻港联络办负责人和港
澳文化界、出版界人士出席活动，并共
同为三部著作中文繁体版新书揭幕。

《之江新语》《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中文繁体版出版研讨会在香港举办

外交部：

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孙楠 潘洁）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表示，中方对美政策是
一贯的、明确的。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
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白宫国安
会“印太协调员”提名人坎贝尔近日表示，中美关系
如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将进入非常可怕的境地。
双方应暂停针锋相对的做法，设立合适的接触渠道
和机制，并采取一些温和步骤，向对方发出改善关
系的积极信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一贯认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
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
期待。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拥有广泛共同利
益和合作空间，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中方对美政策是一贯、明确的。”华春莹说，我
们致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
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
发展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另有记者问：据报道，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
委员会19日发布的针对欧洲11个国家、1.5万民
众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的政治
体制已经破裂，经过特朗普4年执政后的美国已不
可信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这充分说明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
在人心。无论蓬佩奥之流如何撒谎、欺骗、散布仇
恨，如何大搞“谎言外交”“恫吓外交”“胁迫外交”，
大家心中都有一面镜子，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对本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的表现，大家心中
自有一杆秤，历史也会作出公正评价。”她说。

教育法修正草案

拟明确冒名顶替入学行为
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冒名顶替入学严
重影响教育公平。针对社会关切，20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教育法修正草案拟进一步
明确冒名顶替入学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

修正草案对现行教育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了修
改，新增两款，分别规定冒名顶替入学及与他人串
通、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
行为的法律责任。

修正草案规定，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隐瞒事实
真相等欺骗手段，冒用他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
入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
撤销入学资格并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
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已取得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
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颁发机构撤销相关证书；已
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法给予开除处分；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修正草案规定，与他人串通、允许他人冒用本
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
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已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1月2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拟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
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草案），决定将《政府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和《纲要草案（征
求意见稿）》发往各省（区、市）和中央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征求意见。

李克强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人民监督，是宪
法规定的重要职责，对促进政府效能
不断提高至关重要。起草好《报告》和
《纲要（草案）》，要广泛听取各界意见，

问计于众、问需于民，凝聚共识、增强
信心，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年极为特殊、
极不平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
济衰退等多重罕见的严重冲击，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克难奋进，疫
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六稳”“六
保”成效显著，经济顶住巨大压力稳住
了基本盘、实现了全年正增长，总量迈
上一百万亿元新台阶，改革开放迈出
新步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
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十三五”圆满收官。成绩殊

为不易、成之惟艰。
李克强说，“十四五”时期是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第一个五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办好自己的事，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中
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依靠改革开
放破解发展难题，扎实推进重大战略
举措落地实施，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李克强指出，今年是我国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做好政府工作至关重要。当前我国
发展仍面临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要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毫不
松懈地科学精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保持宏观政策连续
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
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强化科技创
新，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促进企业增
强元气、提振信心、升级发展，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关切的实际问题，防范和化解风

险，提高安全发展能力，确保“十四
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李克强说，这次征求意见要把群
众和企业的难点和关心的热点反映上
来，使政府工作、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实
际、更有针对性，更好体现决策程序科
学化、民主化，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各项工作往
前赶，力争早见成效。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
华、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肖捷、赵克
志等出席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
吴雨）为进一步规范我国支付服务市
场，防范支付风险，中国人民银行20
日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
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明确了分类监管要求，加强
备付金管理，并强化了支付领域反垄
断监管措施。

近年来，我国支付服务市场快速

发展，创新层出不穷，风险复杂多变。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研
究起草了《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
意见稿）》。为有效防止监管套利和监
管空白，征求意见稿将支付业务重新
划分为储值账户运营业务和支付交易
处理业务两类，分类确定监管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征求意见稿强化
了支付领域反垄断监管措施，明确界

定相关市场范围以及市场支配地位认
定标准，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根据征求意见稿，一个非银行支
付机构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市场的市场
份额达到三分之一，或两个机构合计
达到二分之一，或三个机构合计达到
五分之三，人民银行可以商国务院反
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采取约谈等措施进
行预警。

另外，一个非银行支付机构在全
国电子支付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
之一，或两个机构合计达到三分之二，
或三个机构合计达到四分之三，人民
银行可以商请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
审查非银行支付机构是否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

征求意见稿提出，非银行支付机
构未遵循安全、高效、诚信和公平竞争

原则，严重影响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
展的，人民银行可以向国务院反垄断
执法机构建议采取停止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行为、停止实施集中、按照支付业
务类型拆分非银行支付机构等措施。

此外，征求意见稿要求支付机构
将备付金存放在人民银行或符合要求
的商业银行，并明确与之配套的审慎
监管措施，充分保障用户权益。

我国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要来了！反垄断监管将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