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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发布

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招标投标系统通过三星级认证
昨日，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告了大连市公共

地铁小喇叭
今天
晴间多云
26℃～32℃
相对湿度：45%～80%
偏北风 4～5 级

明天
晴间多云
26℃～31℃
相对湿度：55%～90%
偏南风 4～5 级

发电子招投标系统认证证书。

安全运行管理水平及风险处置能力。同

据介绍，三星是 EBS 检测认证的最

时，审核组在进一步优化运营岗位的人员

资源交易平台电子招标投标系统（EBS：

高等级，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成为东北

管理、安全审计管理和业务连续性管理等

Electronic Bidding System）通过三星

三省首家通过 EBS 三星级认证的由政府

方面提出了建议。

级认证这一消息。

部门主导运营的电子招标投标平台。

据了解，
能够获得 EBS 最高级别的三

会上，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星级认证，得益于我市多年来在公共资源

中心相关人员宣布对大连市公共资源交易

相关人员表示，在审核过程中，审核组复

交易管理体制机制完善、交易平台建设、交

平台（EBS）的认证审核结果和认证决定：

查了大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检测情

易制度建设等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包括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认证决

况，审核了运维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和系

实行“一委一办一中心”管理机制，建设现

定委员会一致认为：大连市公共资源交易

统试运行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审核组

代化、标准化统一交易场所，搭建“一网三

平台符合《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交易平台认

认为，大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建

平台”
交易体系，
推行网上
“不见面”
开标模

证技术规范》
（CTS EBS01-2016）、
《电

立起了覆盖政府公共资源采购业务交易

式，构建
“制度+科技”的全方位监管，推动

子招标投标系统交易平台认证实施规则》

全流程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实现了政府

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研发中小微企业融

（ISCCC-SR-002-2016）等标准规范的

公共资源采购业务管理、交易无纸化工作

资服务平台等举措。

要求，决定通过认证，认证级别为三星，颁

目标；建立了安全保障体系，提升了系统

记者于飞飞

我市车主将享受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服务

后天
多云转阴有雨

昨日，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

25℃～30℃
相对湿度：65%～100%

理、完税证明打印、车辆购置税风控管理

台利用 OCR 识别等技术，自动完成申报

大连市公安局“车辆办税注册便民服务启

等多项功能。依托该系统，纳税人可获得

信息的采集和检验比对。三是服务“零差

动仪式”暨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

以下便利：一是办税“掌中握”。纳税人购

别”。无论是自然人还是企业，在本地、外

“车辆购置税一体化综合管理系统”上线

置新车后，只需使用手机下载 APP 软件，

地购置国产、进口机动车辆，均可通过手

启动仪式在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再“拍一拍”
“ 扫一扫”即可完成车购税纳

机 APP 缴纳车购税，业务办理涵盖面广，

机动车管理处举行。今后，我市车主将享

税申报缴税全过程。纳税人还可登录“大

满足纳税人多样化的购车需求。对比过

亚非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培训结业典礼日前举行

受购车缴税和上牌“一条龙”，真正实现一

连市网上税务局”，利用电脑同步手机操

去纳税人购置新车后需前往办税大厅申

窗通办
“一站式”
服务。

作界面，在 PC 端完成车购税申报缴税。

报，使用手机 APP 办税突破了时间、空间

据了解，此次上线的车辆购置税一体

二是申报“无纸化”。以往申报车购税需

限制，大大压缩了办税成本、提高了办税

8 月 8 日，2018 年孔子学院总部/国

化综合管理系统集成了车辆购置税 PC

要提交的各项纸质资料全部取消，纳税人

效率。

家汉办亚非地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岗前

网络缴税、手机 APP 办税、电子档案管

只需将申报资料原件拍照上传，由系统后

偏南风 4～5 级

记者金怡蕾

培训结业典礼在大连外国语大学举行。
来自全国 52 个单位，共计 73 名完成培
训的候任中方院长参加了典礼。
孔子学院遍及全球，对于推进建设
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十分重要的
贡献。据悉，本次培训历时 29 天，总计
346 课时，培训内容涵盖职业道德与个
人修养、跨文化交际与协作能力、教学管
理与文化传播能力、语言沟通和文字表
达等内容。73 名参训学员结业后将奔
赴亚洲 23 个国家、非洲 16 个国家的 55
所孔子学院以及 10 个孔子课堂任职。
记者金怡蕾

高新区开展
“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

大连原创歌曲有奖征集活动昨日启动 奖金最高 1 万元
昨日，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

优质作品。作为评审团成员之一的国家

率分别开辟展播时段、网络公开投票的赛

广播电视台、大连市文广局、大连市文联

一级导演、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杨道立

制，最终评选出金奖（奖金 10000 元）、银

主办，大连市音乐家协会、大连广播电视

表示，一首好的歌曲，除了要兼具思想性、

奖（奖金 5000 元）、铜奖（奖金 3000 元）

台音乐广播 FM106.7 承办，华润置地大

艺术性、亲民性和时代感，在触动人的心

各一首，优秀单项作品 10 首（奖金 1000

连公司、大连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协办的

弦同时，还要通过歌词曲风展示出大连这

元），并颁发不同层级证书及奖杯。此外，

座浪漫城市的新文化魅力。国家一级作

大连广播电视台将对优秀作品进行全媒

曲家郑冰也希望参赛选手可以根植于大

体、多方位推广和普及。

“浪漫之都·悦动大连”——大连原创歌曲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将历时两个

连自然风光等特色，深度挖掘城市文化的

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为作品征集、投

多月时间，重点征集未经发表过的、以唱

精神内核。现场一名来自中国台湾的市

票及入围展播期，10 月前将举行征集活

颂大连精神风貌为主题的原创歌曲作

民表示，大连作为自己居住 20 年的第二

动颁奖典礼暨获奖作品推广演唱等系列

品。据了解，此次活动邀请国内知名音乐

故乡，希望借此活动能将大连美的一面充

活动。参赛详情请关注 FM106.7 及大连

家组成评审团，制定出各项参赛曲目评定

分展现出来。

各大广播频率——
“大连原创音乐”官方

标准，以公平公正的严谨态度考量评选出

据悉，参赛入围作品将在广播七套频

微博及微信公众号。

记者车晓沐

日”。由高新区教育文体局、凌水街道办

我市 11 部门联手开展“网剑行动”打击网络违法行为

事处主办，凌水街道大山村民委员会承

记者从市工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

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商

促互联网平台加强自律，严禁以虚假或者

办的高新区全民健身日活动在凌水街道

遏制网络市场突出违法问题，提升网络商

品冒充合格商品等违法行为。以高知名

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商品标

大山村广场举行。在两个多小时的展演

品和服务质量，由市工商局牵头，市通信

度商标、地理标志、涉外商标、老字号注册

价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全面加强

中，来自凌水街道的 18 支健身队进行了

管理、质监、食药监、邮政等共 11 家单位

商标为重点，从严从重打击侵犯商标专用

网络安全监管，遏制违法有害信息网上传

集体 42 式太极拳、集体太极器械的表

联合开展的“网剑行动”在 6、7 两个月动

权行为。三是整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

播。五是规范网络合同格式条款，督促网

演。

员部署、确定重点领域的基础上，于 8 月

为，以市场混淆等违法行为为重点，着力

络交易平台完善与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

份正式开始实施，
将于 11 月份结束。

治理网络失信问题，严厉打击通过组织恶

之间的格式合同，修正不公平格式条款，

8 月 8 日是全国第十个“全民健身

近年来，凌水街道每年举办 6 项大
型全民健身活动，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

本次专项行动具体从五方面着手：一

意注册、虚假交易、虚假评价、合谋寄递空

采用显著方式提请合同相对人注意与其

到锻练的队伍中。凌水街道太极队伍每

是规范网络经营主体资格，督促网络交易

包裹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

年都参与大连市万人太极展演活动，并

平台按照网络交易、网络食品、餐饮、医疗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从严处罚限制、

曾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国际太极展

器械等相关规章要求登记备案，并对平台

排斥平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与

售物品和烟草制品以及未备案的单用途

演。记者了解到，本次“全民健身日”活

内经营者的经营资格进行审查、登记、公

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等

商业预付卡等。关注规范新型消费业态、

动的参与者中，年龄最大的 75 岁，年龄

示。二是严厉查处制售侵权假冒伪劣网

行为。四是加大对网络虚假宣传、虚假违

模式，尤其是保健食品、生活信息服务等

最小的 41 岁，参赛选手们身穿太极练功

络商品行为，严惩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

法广告打击力度，加大对包括医疗、药品、

领域，谨防其转变为网络欺诈、网络传销

服，个个精神抖擞，充分体现了太极拳运

性标准的产品，伪造产地、厂名、质量标

食品、保健食品等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等违法行为。

动的广泛性、普及性。

志，篡改生产日期，在网售商品中掺杂、掺

全密切相关的重点热点领域执法力度，督

记者金怡蕾

此外，还将严厉打击利用网络销售禁

井惠群 记者阎婧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