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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制定修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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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餐饮浪费

抵制虚假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
精神，文化和旅游系统将加强行
业监管和引领，组织开展禁止餐
饮浪费专项行动。目前，文化和

四平台联合发布自律公约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 爱
心筹、轻松筹、水滴筹、360 大病筹 4
家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 18
日在京联合发布自律倡议书和自律
公约，明确提出平台应对发起人及
求助人进行身份信息审核和实名认
证，
提高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
近年来，在不少网络求助平台
上，求助人信息的真实性、项目进

展及款项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屡
被质疑，还出现在医院“扫楼筹款”
等恶性竞争现象，
引发社会关注。
新版自律公约明确，各平台线
下工作人员应为经平台专业培训
且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不得
雇用其他非专业人员在医院进行
推广活动等。同时，各平台还应完
善投诉、举报机制，
提高响应速度。

据新华社杭州 8 月 18 日电 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法院 18 日对一起特大网络诈骗
案件进行宣判。该案诈骗金额总计超 3
亿元，导致全国近 200 万人受骗。最终，
主犯孙某华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
给所有被害人。
据了解，该诈骗团伙主要通过 QQ、

“点赞赚钱”
诈骗超 3 亿元
主犯被判无期
徒刑，退赔违法所得
给被害人

微信朋友圈发布虚假网络兼职信息，许诺
会员完成点赞等任务后，可以进行返现，
从而诱导被害人缴纳 200 元左右的会员
费。
“日薪 80 至 150 元，时间自由，多劳多
得。”相关宣传的诱惑下，不少被害人缴纳
会员费。但据报案人反映，实际情况是平
台里兼职任务长期不更新；提现存在门

槛，广告宣传的薪酬根本不可能实现；同
时，会员费又无法退还。据统计，从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1 月，受骗缴纳会员费
的被害人近 200 万人，遍布全国各地。诈
骗金额达 3.16 亿余元。
涉及该案已落网的 160 余名犯罪嫌
疑人已另案处理，目前有 30 多人被判刑，
其中 8 人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上海法院立案系统近日上线“智
能合约”功能，符合立案条件的“待立

今年上半年防疫工作
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累
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近
200 万户次，处置价格举报
投诉万余件，查办涉疫案

8 月 17 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截至 8 月上旬，今年新增

数据新闻

旅游部正在制定、修订旅游住宿
业和旅游景区标准，将反对食品
浪费的内容列入其中。
在文化和旅游活动中遏制
餐饮浪费现象，文化和旅游部将
组织开展禁止餐饮浪费专项行
动，积极引导景区景点、饭店民
宿、旅游餐饮等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加强行业自律，倡导文明旅
游；充分发挥各类文旅阵地作
用，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宣传活动。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还将
加强对旅行社经营管理人员和导
游人员的教育培训，加强对游客
的引导和提醒，督促游客在旅游
过程中做到节约饮食、
绿色消费。

2 万亿元财政

案”案件一旦满

资金中，3000 亿元已绝大部分用于减税降
费；实行直达管理的 1.7 万亿元资金，除按
规定比例预留的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外，
97.8%已分配下达市县。

5 个工作日，无须人工

操作，系统就会自动分配案号完成立
案。上线当日，系统自动完成调解转
立案 296 件，
已收案转立案 74 件。

件

1500 余件。

关于安阳津津地产有限公司非
法集资案件补充核准登记公告

导言：
孩子抚养权往往成
为“离婚大战”的争夺焦
点。从有利于子女身心
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
权益的角度出发，结合
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
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
是处理离婚案件子女抚
养问题的基本原则。抚
养权的归属到底谁的意
愿更重要？民法典给出
了明确答案。

法条：

民法典

释义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
或者母直接抚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
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
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父母双方对抚养问
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
8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解决抚养权纠纷

孩子
案例：
郭某和杨某离婚协议中约定婚生女儿随杨某生活，
离婚 3 年后，因孩子有逆反心理，杨某工作忙，没时间照
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和学习，后经郭某征求孩子意见，孩子
同意跟随郭某生活。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权。
法院认为，本案婚生女儿已年满 8 周岁，经本院依法
征求其意见，
女儿表示今后愿意随郭某一起生活。该意愿
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孩子的意愿，有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且郭某愿意抚养孩子。因此，郭某要求将孩子的抚
养权予以变更，
本院予以支持。

岁即有话语权
解读：
首先，已满 8 周岁的子女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
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
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
其次，2017 年施行的民法总则及今年刚通过的
民法典总则编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认定标准
由 10 周岁降低到 8 周岁，也体现了立法体例的统一
和延续性。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肖丹青 王丽 供稿

为了加快安阳津津地产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的补
充核准登记工作，
现将补充核准登记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补充核准登记时间：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18:00 止（节假日休息）。
2、补充核准登记需要提供集资本人的身份证或户
口本（以单位名义集资的提供单位法人登记证明、法人
代表身份证）、合同文件、转账凭证资料及复印件，微信
支付或网银转账的需提供交易凭证截图打印件。
3、补充核准登记需要本人到现场办理，如发生死亡
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不能到现场的，
需到所在辖区派出
所或社区居委会开具相关证明或集资户本人委托函。
4、补充核准登记需提供真实证件及相关资料凭证，
如实填写相关数据信息。对提供虚假信息的，
将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5、补充核准登记地址：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
事处便民大厅
6、
逾期不参加核准登记的，
视为自行放弃兑付权。
7、
已经在上述地点做过核准登记的集资户不用再重
复登记。
联系电话：
18537289768
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
文峰区处置安阳津津地产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工作组
2020 年 8 月 19 日

安阳市凌净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
司水泥窑协同处置 500t/d 市政干
化污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安阳市凌净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水泥窑协
同处置 500t/d 市政干化污泥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
见稿已完成，根据相关要求公示信息如下：安阳市
凌净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投资 2500 万元，在湖
波集团安阳市新天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
（位于红罗山红塔路与跃进街交叉口 200 米路东）
利用该公司的水泥窑实施“安阳市凌净固体废物
治理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 500t/d 市政干化污
泥项目”，不新增用地。本项目产生污染物经合理
处置后均能达到相应标准。
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及报
告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EgeFbxrvfoDQpK_tdHAtfA提取码：
y7hd。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邮件、电
话、传真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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