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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一）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侵

害个人隐私的；
（二）未经合法权利人授权同意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交易的其

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数据处理市场主体

应当遵守公平竞争原则，不得实施下列
侵害其他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使用非法手段获取其他市场
主体的数据；

（二）利用非法收集的其他市场主
体数据提供替代性产品或者服务；

（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省、市人民政府应当

规范数据交易管理，培育数据交易市场
和交易主体，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高效
配置。

第三十七条 省标准化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要
求，推动建立完善全省数据基础性、通
用性地方标准，加强数据标准体系的统
筹建设和管理。

第六章 数据安全

第三十八条 本省实行数据安全
责任制。

数据安全责任按照谁收集谁负
责、谁持有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谁使
用谁负责的原则确定。

第三十九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
保护制度，确定本地区、本部门以及相

关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具体目录，对
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

第四十条 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
责数据安全工作的议事协调，实施国
家数据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
策，建立完善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
统筹协调数据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
工作。

公安、国家安全、大数据、保密、密码
管理、通信管理等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
职责，负责数据安全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网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负责统筹协调网络数据安全和相关
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 数据收集、持有、管
理、使用等数据安全责任单位应当建
立本单位、本领域数据安全保护制度，
落实有关数据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标准以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
度；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的，还
应当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有关
要求，保障数据安全。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数
据收集、汇聚等过程中，应当对数据存
储环境进行分域分级管理，选择安全
性能、防护级别与其安全等级相匹配
的存储载体，并对重要数据进行加密
存储。

第四十二条 数据收集、持有、管
理、使用等数据安全责任单位应当制定

本单位、本领域数据安全应急预案，定
期组织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演练；
发生数据安全事件，应当依法启动应急
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并按
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三条 省大数据主管部门
应当统筹建设全省公共数据灾备体系；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部署，对
公共数据进行安全备份。

第七章 发展促进

第四十四条 省、市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应用场景建设总体规划，构建产学
研用联动的应用场景创新圈，推动全社
会共同挖掘需求、设计流程、开发应用，
不断增强场景创意，搭建场景供需对接
公共服务平台。

鼓励市场主体以产学研合作模式
攻关应用场景建设关键技术，构建多元
主体共同参与的应用场景新型创新合
作生态。

第四十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
应当设立支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大数据关键技术攻关、核心系统
研发、产业链构建、重大应用示范和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等。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发
挥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带动社会资
本支持大数据发展应用。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数据资产质押
贷款，扩大信用贷款规模，开发适合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产业资本和其他社
会资本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投资基金，
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未上市的大数据
企业。

第四十七条 对全省重点大数据
项目建设所需用地，省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国土空间规划优先予以保障。

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
心、超算中心、灾备中心等按照有关规
定享受电价优惠。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在大数据发展应用工作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妨碍大数据发
展应用工作的，视情节轻重，由有权机
关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本级大数据主管部门通
知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报本级人
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向
大数据资源平台及时汇聚数据的；

（二）采集数据的种类和范围与其
依法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或者提供公共
服务不相适应的；

（三）重复采集可以从大数据资源
平台获取的公共数据的；

（四）向大数据资源平台汇聚的公
共数据无法使用的；

（五）通过共享获得的公共数据，未
用于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或者提供公共
服务的；

（六）未按照规定开放公共数据资
源的；

（七）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
供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

（八）未按照规定履行数据安全保
护职责的；

（九）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条 数据处理市场主体违
反本条例规定，交易处理数据形成的数
据产品和服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交易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交易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二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一条 数据处理市场主体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其他市场主体合
法权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最
高不超过五千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 数据处理市场主体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
责任的，依照数据安全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处罚。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
的含义：

（一）本条例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
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包括
公共数据和非公共数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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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数据进
行收集、存储和关联分析，发现新知识、
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服务业态；

（三）本条例所称公共数据，是指公
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和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获取的数据资源，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公共数据管理
的其他数据资源。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22年8
月1日起施行。

辽宁省大数据发展条例

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大连俊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辽）JZ 安许证字

〔2021〕018953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李春阳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遗失，发票号码：

00067305，发 票 代 码 ：112002120160，厂 牌 型 号 ：

思 虎 公 羊 5654CC 货 车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

1C6SRFVT6MN633283， 进 口 证 明 书 号 ：

H02220060680，商 检 单 号 ：BD0519705，发 动 机 号

码：HEMITNXE6041010510，价税合计：4822200.00

元,声明作废。

▲李春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汽

车、摩托车）遗失，H02220060680，车辆识别代号：

1C6SRFVT6MN633283，发 动 机 号 码 ：HEMIT-

NXE6041010510，声明作废。

▲李春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

车辆随车检验单遗失，号码：BD0519705，车辆识别代

号:1C6SRFVT6MN633283，发 动 机 号 码 ：HEMIT-

NXE60410105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封路通告
由于沈阳市京沈线（秀水

河子至法库新民界段）修复养
护工程施工需要和行车安全，
现全幅封闭该路段。桩号为：
K793 + 600 至 K805 + 670 全 长
12.07公里。

绕行线路：
1.法库、秀水河子去往新民

方向，请绕行开奈线至沈环线至
新民。秀水河子至登仕堡车辆
暂由秀登线绕行。

2.由新民去往法库方向，经
沈环线与京沈线交叉口的车辆
按现场交通疏导指示通行。封
闭日期：2022年6月5日至2022
年10月31日。

特此通告!
辽宁五洲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铁匠炉沟至王府段）紫都台

西桥及旧贝桥拆建工程施工需要，拟对京沈线K602+426—K602+526
和K608+212—K608+312两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日期：2022年6月
1日—2022年7月1日。道路封闭期间，原桥梁一侧开设便道，请过往车
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减速安全通行。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辽宁澄州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铁匠炉沟至王府段）前衙门

桥及前衙门二桥拆建工程施工需要，拟对京沈线 K618+100—K618+
300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日期：2022年6月1日—2022年6月30日。
道路封闭期间，原桥梁一侧开设便道，请过往车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
标志减速安全通行。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华跃建工有限公司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我中心于2022年6月8日—2022年9月30日对本溪市集本线（大洼

岭至东山寺段）修复养护工程及四座桥梁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程（一、
二标段）K207+100—K242+000进行施工，施工段采用半幅封闭交通施
工；四座桥梁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程，全部实行封闭施工，在原桥位设
临时绕行便道，该路段过往车辆半侧限速安全通行。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2年6月8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绥珠线（建昌界至凌源界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绥

珠线K106+900至K131+138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日期：2022年6月
9日至2022年11月30日。封闭期间去往建昌、葫芦岛方向车辆请从省
道凌兴线绕行；去往南公营子、白塔子方向车辆请从吉利玍、草场乡、旧
烧锅、九佛堂、山湾子、西村绕行。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6月7日

北京时间6月5日上午，搭载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升空，成功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
哲顺利送入太空。同日晚间，在载人
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后，3 名航天员依次进入
天和核心舱，开启 6 个月的太空之
旅。 海外媒体和专家高度关注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一进展，称其为中
国向太空强国迈出的最新一步。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详细报道了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相关消息，
报道中还介绍了 3 名航天员的“太空
履历”。报道称，此次任务是中国空间
站建造阶段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
同时，任务期间还将进行首次航天员
组在轨轮换工作，对中国空间站建设

意义重大。
俄罗斯列格努姆通讯社报道称，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当地时间5日发
射升空，飞往中国在建空间站，“这标
志着中国航天员未来 10 年将常态化
驻留地球近地轨道”。

英国广播公司5日报道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行任务时说，这是中国在未
来几十年内向领先的太空强国迈出的
最新一步。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空间
站预计于年底竣工，将成为中国载人
航天计划的重要里程碑，将标志着中
国人在太空中持续驻留的开始。

澳大利亚新闻网6日报道，3位中
国航天员已抵达空间站。陈冬、刘洋、
蔡旭哲将成为第二组在天宫空间站度
过6个月的飞行乘组人员。此前，神舟
十三号飞行乘组在太空飞行183天后

已在今年4月成功返回。“在中国大力推
动的太空计划下，该国此前已让探测器
成功着陆于火星和月球。”报道称。

德国之声5日刊载文章说，3名中
国航天员搭乘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从
酒泉发射中心升空，之后成功进驻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接下来6个
月期间，3名航天员将迎来两个大型
实验舱，这两个实验舱将与天和核心
舱对接，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
造。神舟十四号乘组还将在空间站
与神舟十五号乘组进行在轨交接，正
式开启中国载人航天持续驻留太空的
时代。

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
赫尔日前在达沃斯论坛上对新华社记
者说，中国近年来在航天领域取得了
巨大成就，欧洲与中国科研人员在地

球观测、卫星数据，以及空间科学等多
个项目长期开展合作，未来会继续这
些合作。

爱尔兰国家广播电视公司5日报
道说，搭载3 名中国航天员的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船当日在经过约7个小时
飞行后成功与天宫空间站实现对接，
这是中国在成为太空强国的征程上又
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韩联社、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News1等多家韩国主流媒体5日也报
道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日本共同社5日报道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消息时说，3 名
航天员将在中国建设的空间站中驻留
约半年时间。中国今年内将完成中国
空间站建设，迈向确立“太空强国”。

据新华社电

海外专家和媒体热议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新华社记者

“中国菌草技术是个好项目，
自2014年引入斐济以来使我们大
受裨益。”斐济农业部菌草项目协
调员塔基雅科·瓦卡洛洛马日前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据中国驻斐济菌草技术专家
组组长林占森介绍，菌草一草多
用，既可为斐济的菌菇栽培提供充
足原料，有效缓解牧场旱季青饲料
的匮乏问题，同时也能防治水土流
失，特别是对热带气旋带来的次生
灾害起到有效防范作用。

图为在斐济楠迪市，布拉蘑
菇公司的老板和员工检查等待出
菇的蘑菇菌袋。

新华社记者 张永兴 摄

中国菌草
成了斐济的
“幸福草”

据新华社基加利6月6日电
（记者吉莉） 第八届世界电信发展
大会 6 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
幕。与会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
调，共同努力缩小全球数字鸿沟。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在开幕式上说，目前全球有近 50
亿人可以上网，人类取得了很大进
步，但仍有近 30 亿人未实现“联
网”，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发展中国
家和贫困农村地区。

他说：“我们有义务让无法上

网的人‘联网’，推动实现以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中心的新技术
发展。”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讲话中
说，在卢旺达和世界各地，新冠疫
情加速了数字技术发展，但挑战依
然存在，有些国家虽然接入了高速
互联网，但仍未能跟上一些行业快
节奏的数字化转型。要塑造数字
经济未来并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所有人需要共同努力，并为弱势群
体提供数字技能培训。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
呼吁缩小全球数字鸿沟

据新华社伦敦 6 月 6 日电
（记者杜鹃 许凤）英国首相约翰
逊 6 日晚在保守党对他进行的不
信任投票中过关，留任保守党领袖
和英国首相。

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团
体“1922 委员会”主席布雷迪 6 日
上午宣布，该委员会收到党内议
会下院议员要求对首相进行不信
任投票的信函超过规定所需的
54 份，因此不信任投票将于当晚

举行。
保守党在议会下院的 359 名

议员参加当晚不信任投票。投票
结果显示，约翰逊获得211名议员
的支持。

约翰逊随后表示，表决结果
“有说服力和决定性”。英国政府
和保守党接下来将团结一致，集
中精力应对“对民众而言真正重
要的事情”，包括应对生活成本
上涨。

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党内不信任投票中过关

据新华社悉尼 6 月 7 日电
（记者郝亚琳）澳大利亚央行7日
再次宣布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
50个基点至0.85%，同时继续上调
外汇结算余额利率，从0.25%上调
50个基点至0.75%。

新冠疫情暴发后，澳央行曾
三度降息，将利率降至 0.1%的历
史低位，但近来澳国内通胀水平
攀升，迫使央行在两个月内连续
加息。

澳央行行长菲利普·洛在当日
的月度货币政策声明中表示，现
在澳大利亚经济的韧性及其通胀

水平说明已不再需要非常规支持
政策。

他表示，尽管澳大利亚通胀水
平低于多数发达经济体，但其涨幅
已超过预期。供应链紧张、俄乌冲
突以及澳国内一些行业产能受限
和劳动力市场紧张都是助推物价
上涨的因素。

悉尼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格
兰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货币政策调控预计对目前高
企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不会有太大
影响，澳大利亚央行仍可能继续
加息。

澳大利亚央行再次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