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回应了一
些公众关注的噪声污染问题，如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广场舞扰民、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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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8 月 18 日电 （记
者周润健）作为肉眼最容易观测到
的天体之一，木星以色彩斑斓的条
纹深受观星族们的喜爱。天文科
普专家介绍，继今年8月 2日“指环
王”土星上演“冲日”后，有着“巨人
行星”之称的木星也将于8月 20日
上演“冲日”，其亮度届时可以达
到-2.88 等，亮度仅次于当晚的金
星，整夜可见。

所谓木星“冲日”是指地球、木星
在各自轨道上运行到太阳、地球和木
星排成一条直线或近乎一条直线时，
从地球上看木星与太阳方向正好相
反，它们的黄经相差180度的现象。

“冲日”前后木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最
明亮。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
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宋媛媛介绍，通
常情况下，木星是排在月球、金星之

后，夜晚第三明亮的自然天体。木星
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也是自转最快
的行星，因其公转周期约为12年，中
国古代又称其为“岁星”。

“进入7月以后，木星的观测条
件越来越好，并在本次‘冲日’前后达
到最佳。20日，太阳落山后木星会
从东南方升起，由于其亮度很高，非
常容易辨识。在木星不远处，一轮农
历十三的凸月和明亮的土星也将现

身，‘双星伴月’十分热闹。随着时间
的推移，午夜时分木星位于天顶附
近，此时其地平高度最高，也最方便
观看。除了目视观测，感兴趣的公众
使用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
镜，还可以观测到木星的条纹和呈卵
形的大红斑，其中，大红斑是木星表
面的特征性标志，是木星上最大的风
暴气旋。”宋媛媛说。

木星系如同一个小太阳系，目前

已知木星有79颗卫星。“在这些卫星
中，最有名气的当属 4颗伽利略卫
星，这4颗卫星编号从木卫一到木卫
四，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
1610年发现的，它们围绕木星公转
的周期从近2天到约17天不等，其
中木卫三还是太阳系最大的卫星。
有兴趣的公众当晚可通过小型天文
望远镜试着找找它们的踪影。”宋媛
媛说。

“巨人行星”木星20日“冲日”
灿若宝石整夜可见 这是8月18日拍摄的成功转体后的武汉建

安街上跨铁路桥。
当日，由武汉武铁工程项目管理公司代建、中

铁大桥院设计、中铁大桥局承担施工的建安街上
跨铁路桥东主塔墩梁体转体到位。该桥为钢箱梁
斜拉桥，采用高低塔钢箱梁斜拉桥上跨铁路布置
形式，全长519.3米，其中主桥全长245米，桥面
宽35.2米。 新华社发

武汉建安街上跨铁路桥完成转体

2022年我国将全面
推行电子驾驶证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任沁沁 熊
丰）记者18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6
月1日在天津、成都、苏州三地启动试点驾驶证电
子化以来，已有195万余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
证。今年下半年将扩大试点，2022年全面推行。

电子驾驶证具有统一性、实时性、安全性3个
特点，为驾驶人提供申领、出示、使用的便利。公
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表示，驾驶人可登录“交管
12123”APP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
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据悉，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
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可适用于执法
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方便实时查询、实时
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
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

“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
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交管业务，无需再提交
纸质驾驶证。”李国忠表示，保险理赔、租赁车辆、
职业招聘时，驾驶人也可出示电子驾驶证，相关单
位在线核验驾驶资质，更加便利群众驾车出行，更
好服务企业行业发展。

就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

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针对近期发生的杨

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
事宜，中国奥委会18日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社会各界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应当保持理性，
切实尊重运动员合法权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如未获
得运动员本人或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授权，不得
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或其他侵犯运动员
姓名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上述行为的，应及时
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

运动员及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有依法追究相
关侵权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金砖国家航天机构签署
遥感卫星数据共享合作协定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胡喆）记者从
国家航天局获悉，国家航天局与巴西航天局、俄罗
斯国家航天集团、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南非国家
航天局等金砖国家航天机构负责人18日进行了
视频会议，并签署了《关于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
合作的协定》。

据悉，该星座将由金砖国家现有卫星组成，包
括中国的高分六号卫星和资源三号02卫星、中国
和巴西联合研制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卫星、俄
罗斯老人星五系1颗卫星以及印度资源卫星二号
和二号A卫星。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金砖国家航天
机构之间建立“遥感卫星虚拟星座”，建立数据共
享机制，将有助于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
重大灾害和环境保护等挑战。

水利部：

海河流域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水利部18日发
布汛情通报称，海河流域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
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当天上午主持召开防汛
会商会，重点研判海河流域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据预测，未来3天，海河流域将有一次移动性
的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山西北部和
东南部、河北东部南部、山东西北部、京津部分地
区将有暴雨。受其影响，海河流域潮白河、蓟运
河、北运河、永定河上游、漳卫河等将出现涨水过
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会商强调，海河流域要结合预报适时
做好骨干水库预泄，充分发挥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减轻下游防洪压力；针对尚未完成修复的水毁工
程，制定应急预案，确保防汛安全；强化堤防、水库
巡查防守和应急抢险，汛期病险水库原则上空库
运行；做好蓄滞洪区运用的准备。

广场舞扰民、夜间施工噪声……

法律将加强对噪声污染治理

把广大人民群众个人信息权益实现好、维护好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日前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三审稿进行了分组审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草案三
审稿充分吸纳了各方意见建议，在
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加强未成
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作出调整
完善，增强了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总体已经比较成熟，赞成本次
会议表决通过。

加大对过度收集个人
信息的约束力度

分组审议中，应用程序过度收
集个人信息问题是一大焦点。

草案三审稿规定，个人信息处
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

信息或者撤回其对个人信息处理的
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
务所必需的除外。

彭勃委员表示，“必需”怎么
认定、由谁来确定的问题十分关
键。“要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运营商、信息
处理者进行严格、科学的约束与
规范。法律不能留下过多自由发
挥的余地，建议对此进一步补充
和完善。”

张少琴委员建议增加约束条
款：任何应用软件，即使用户授权同
意对手机存储器进行数据操作，也
不得违规读取、复制、修改、传播、删
除手机存储器中社交软件内的任何
个人信息。

稳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敏感个人信息与人格尊严、人
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草案三审稿
设专章对这类信息的处理规则予以
详细规定。敏感个人信息究竟应该
怎么处理？与会人员展开热议。

草案三审稿明确，敏感个人信
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
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
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
人的个人信息。

卫小春委员说，包括征信信息
在内的信用评价信息，客观记录了
信息主体当事人的信用活动，一旦
泄露或被非法使用，可能导致自然
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

财产受到危害，建议将此纳入敏感
个人信息的范畴。

针对人脸识别技术等群众关
切，草案三审稿规定，在公共场所安
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
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
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

李巍委员表示，人脸信息属于
敏感个人信息中社交属性最强、容
易采集的个人信息。一些场所以维
护公共安全为由滥设人脸识别等生
物识别装置，对此建议在“维护公共
安全”后增加“履行法定义务所必
需”的表述，防止技术被滥用。

做好与相关法律的衔接

一些与会人员还建议，进一步

完善草案有关规定，做好与民法
典、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衔接。

李钺锋委员说，草案三审稿规
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
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但民法典规
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
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这种差别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律
的贯彻落实和可操作性，建议加强
法律衔接。

刘海星委员建议，草案三审稿
中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安全保护义务
与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衔接。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
白阳 刘硕）

源头防控是噪声污染防治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此次草案
专门增加一章，关注噪声污染防
治标准与规划。

草案提出，声环境质量标准
和噪声排放标准应当定期进行
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标准适
时进行修订。

草案还提出，未达到国家声
环境质量标准的设区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声环境
质量改善规划及实施方案，采取
措施，分阶段逐步改善声环境质
量或者减轻、消除噪声影响。

王灿发表示，噪声污染和规
划有很大关系，规划合理了可以避

免很多噪声。比如有的地方规划
中公路是从居民区或居民区附近
穿过，后续再怎么采取措施，噪声
污染防治的难度都很大。因此，城
市在建设规划中，要有一定的预见
性，尽量减少噪声扰民问题。

此外，有专家提出，各地制
定噪声污染防治的相关规划时，
还要考虑到对生态环境、对居民
财产等的影响。如自然保护区
附近的噪声可能会惊扰野生动
物，还有一些噪声可能会影响到
畜禽的生产繁殖等，需要加以重
视，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新华社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高敬）

不少人都遭遇过附近工地夜间
施工扰民的问题，屡屡投诉却没有效
果。草案提出了更严格的处罚规定，
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草案明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程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综合
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规定的噪
声排放标准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
未提供证明，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

物集中区域内进行产生噪声建筑施
工作业的。

对工业噪声和建筑工地施工噪
声违法行为，草案还规定了按日计罚
等处罚手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
加大处罚力度会促使排放噪声的单
位更加重视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草案规定了罚款的数额范围，也
让执法更有依据。

除了罚款，对排放噪声造成严重

后果，被责令改正拒不执行的，草案
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
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可以查封、扣押排放噪声的场所、
设施、设备、工具和物品。

王灿发说，对于夜间施工类的投
诉，有时候对企业进行罚款处罚，难
以制止夜间施工，导致周边居民意见
很大。草案规定了查封扣押的强制
措施，丰富了处罚手段，噪声污染防
治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近年来，一些地方广场舞的扰民
问题受到社会关注。草案提出，在街
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
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应当遵守
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和时
段等规定，采取控制噪声的有效措
施，避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使用音
响器材的，不得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产生过大音量的，应当遵守当地公安

机关的有关规定。
对于违反法律规定，不听相关单位

的劝阻、调解的，草案还提出，由地方人
民政府指定的综合执法部门或者执法
机构处以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
军介绍，当前超过一半的噪声举报都
是针对社会生活噪声，其中广场舞等

公共场所的噪声扰民问题更加突
出。草案对此类噪声污染提出了明
确的管理部门和处罚措施，各地可以
因地制宜确立规则，通过设置噪声自
动监测和显示设施加强管理，及时介
入劝阻和调解，解决问题。

同时，各地应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解
决问题，如有的地方用上了广场舞耳
麦，舞者能够听到，不会影响其他人。

现行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
1997年3月1日起施行。修订草案
增加了噪声污染的防治对象。比如
在交通运输噪声的定义中，专门增加
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
隋富生介绍，近年来，一些城市轨道
交通噪声扰民问题比较突出，居民投
诉较多，法律增加城市轨道交通噪声
的防治，是对群众关切的回应。

隋富生表示，将城市轨道交通噪声
污染防治纳入法律层面，将促进各地在
地铁、高铁的建设中，更多考虑噪声污
染防控，从源头上加以约束，更好应用
减振降噪的技术成果，改善扰民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被纳入监管

广场舞扰民或将受到处罚

对噪声污染加强处罚

减少噪声规划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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