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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跨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污染 推
进垃圾分类

环保部将全面启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作
战计划。持续推进散煤和机动车污染治
理；稳步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加大推进
煤改气、煤改电力度；进一步完善京津冀、
长三角、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稳步推进成渝、东北、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其
他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此外，住建部将推进46个重点城市形
成若干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实现“三个全覆
盖”，即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责任全覆
盖，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全覆盖，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全覆盖。

【医疗】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 预约时
段精准到“小时”

卫生计生委2018年将推动三级医院
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服务比例，推行分时
段预约诊疗和集中预约检查检验，预约时
段精确到1小时；全国所有医联体实现远
程医疗全覆盖。同时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和质量，把更多的人才技术、财力物
力、优惠政策向基层倾斜。

此外，工信部、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
改革委、食药监总局将共同组织开展小品
种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到2020年实现
100种小品种药的集中生产和稳定供应。

【教育】多方努力解决入园难 建立曝
光制度惩戒失德教师

为缓解入园难问题，将在大力发展公
办园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扶持民办园提供
普惠性服务，大力支持农村地区、脱贫攻坚
地区、城乡接合部和两孩政策新增人口集
中地区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教育部表示，将进一步扩大高考改革
试点，增加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个省

份。建立师德失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报制
度，营造风清气正教育行风。

【住房保障】增加公租房供给 部分群
体优先保障

住建部表示，2018年将全力做好公租
房工作，增加公租房实物供给，持续提升公
租房保障能力，优先保障环卫、公交等行业
困难群体，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
外来务工人员和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纳
入保障范围，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要实现应保尽保。

【就业创业】首要关注青年群体就业
继续深化公务员、事业单位改革

人社部表示，将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
体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做好去产能职
工分流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农
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困难人员帮扶等工作。

进一步加快公务员分类改革，实施职
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协同推进专业技术类、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理；深化事业单
位人事制度改革，抓紧研究并推出县以下
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试点
方案等。

【扶贫】减贫超过1000万人 对部分
无法脱贫家庭实行兜底保障

国务院扶贫办表示，2018年还将减贫
超过1000万人，预计有100个左右贫困县
宣布脱贫摘帽。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重点安排与脱贫
攻坚关系密切、带动效果直接的基础设
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大以工
代赈投入力度，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内生
动力。

与此同时，民政部将加强农村低保制
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确保农村

低保标准动态高于国家扶贫标准，对无法
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
兜底保障。

【社保落户】推进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
用直接结算 放宽城市户籍准入

人社部表示，将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
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深
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继续延长一年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推动放宽城市户籍准入条件和居住证
制度全面落地。

【养老】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体
系 补贴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群体

民政部将继续开展全国养老院服务质
量建设专项行动。制定养老机构等级划分
和评定标准，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探索建立老年人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推动省级层面全面建立
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

【收入】国企负责人薪酬仍然要改 扩
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人社部将尽快出台实施国有企业工资
决定机制改革意见，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
薪酬制度改革，开展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
试点，稳慎把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频率
和幅度；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研究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调查
比较制度。

【食品安全】“史上最严格”婴幼儿乳粉
配方管理办法生效

201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将依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
理办法》等规范，继续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监管和检查，在年内完成对全国婴幼儿
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
系检查工作。

部署开展酒类产品、畜禽水产品、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督促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

【旅游】重拳整治旅游乱象 八大便民
举措方便出行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规划，未来3年，将
推出“鹰眼计划”“利剑行动”等多项整治措
施，并实施《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
体联合惩戒备忘录》，在旅游法规、监管形
式、景区保障等多方面出重拳依法治旅，净
化旅游环境。

公安部施行出入境八大便民举措，包
括同一省内就近办签证、港澳台旅游签注
24小时自助办理、免费出入境证件照相服
务等，方便大家出行。

【网络通讯】宽带网络实现城乡全面覆
盖 专项行动打击网络传销、电信诈骗

工信部表示，将实现高速光纤宽带网
络城乡全面覆盖，实现4G网络覆盖和速
率进一步提升。

针对高发的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电信
网络诈骗等问题，公安部将集中组织开展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客攻击、网络黑
产等网络违法犯罪。

2018，各部委开出哪些民生清单？
韩国

总统将会见朝鲜代表团
据新华社韩国江陵2月8日电 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8日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0日会见到访的朝
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高级
别代表团并共进午餐。

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还宣布，朝鲜高级别代表团将参加9日的平昌冬奥会
开幕式。

韩国统一部当天早些时候宣布，朝鲜高级别代表
团将于9日乘专机从平壤出发，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
场。

朝中社5日报道，金永南将率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访韩，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另据韩国统一部消息，
代表团成员包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
与正、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辉、祖国和平统一
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第23届冬季奥运会将于2018年2月9日至25日
在韩国平昌举行。

朝鲜

访韩代表团无意与美方会面
据新华社平壤2月8日电 据朝鲜《劳动新闻》8

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局长金英三表示，朝鲜代表团在访
问韩国期间无意与美方会面。

报道说，金英三在回答朝中社记者相关提问时表
示，美方近日在谈论赴韩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朝方代表
团官员与美国副总统彭斯是否有可能接触的问题时

“装腔作势”，“让人啼笑皆非”。“朝鲜从不曾乞求与美
国对话，以后也是一样”。他说：“明确地说，我们在访
韩期间，没有与美方会见的意向”。

金英三说，朝鲜代表团访问韩国，纯粹只是为了参
加冬奥会并祝贺冬奥会成功举办。朝鲜并不打算把冬
奥会这样的体育盛典用作政治场合，而且也认为没有
这样的必要。

第23届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9日至25日在韩国
平昌举行。

伊朗

重申伊核问题立场
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8日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主

持召开记者会，重申伊朗绝不会重新谈判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发展“防御性质的弹道导弹”问题更不在谈判
范围之列。

“我们从来不认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可以与其他
问题相关联，这是一项7方共同签署的协议，”鲁哈尼
强调，“而且这份协议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

鲁哈尼表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十分稳固。他告
诫美国总统特朗普，若违反协议，受损的是美国的国际
声誉。

对于弹道导弹和伊朗国防问题，鲁哈尼明确表示，
伊朗只会发展防御性质的“常规武器”且“不会与任何
人讨论这个问题”。

自去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
以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为由对伊朗不断施压，并出
台多项制裁措施。伊朗方面则表示，发展导弹技术是
伊朗不可剥夺的权利。

马尔代夫

撤消释放反对派领导人的裁决
据新华社马累2月8日电 马尔代夫最高法院近

日表示，将撤消释放前总统纳希德等9名反对派领导
人的裁决。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欢
迎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

马尔代夫总统亚明6日早些时候在全国电视广播
中表示，最高法院释放反对派领导人的这一决定“令人
震惊”，将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

2月1日，马尔代夫最高法院发布裁决令，要求总
统亚明及其政府无罪释放前总统纳希德等9名反对派
领导人。4日，最高法院再次发布裁决令，称因亚明拒
绝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将对其进行弹劾。就此，5日
晚，亚明宣布实施为期15天的全国紧急状态。

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后，马尔代夫警方借口调查需
要逮捕了首席大法官阿卜杜拉·赛义德、法官阿里·哈
米德等司法行政部负责人。

（上接第一版）

腾笼换鸟，力促停产企业“起死回生”

【现场】“我们购买原蒲纺针织厂106
亩闲置土地及厂房，改造升级后建设国内
一流面料生产线，生产的染色布匹，全部
销往欧美。”在蒲纺黄金岭下，去年5月投
产的赤壁新纺纺织实业有限公司车间内，
总经理李营望着一卷卷染色定型后的布
匹从机器中“吐”出，对蒲纺工业园区采取

“腾笼换鸟”的方式，吸引自己前来投资创
业满怀感慨，“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
确的。”

【背景】2015年，经赤壁市政府牵线，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与原蒲纺针织厂有
过业务合作的李营，结合蒲纺纺织产业链
健全和基础设施完好的实际，决定成立赤
壁新纺纺织实业有限公司，购买这个已停

工10年之久的“僵尸企业”，投资2.3亿元
对原有厂房和闲置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并
新建污水处理站1个，确保了企业“零污
染”排放。

2017年5月3日，该公司完成设备联
运调试并正式投产，生产的高档印染梭织
面料和服装面料工艺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
平，成为俏销欧美市场的“抢手货”。

新纺纺织公司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建
设国内一流面料生产线，以技术含量高、产
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占据国内印染布和服
装面料产品的高端市场，实现年产值5亿
元以上，年上缴税收500万元，带动400人
就业。

【点评】新纺纺织公司党支部书记雷敬

元说，该公司的成功落户，不仅让老厂房变

成了“宝贝”，还通过带动上下游的纺纱、服

装等企业抱团壮大，使一批熟练工人重新

就业，让园区重现活力，实现老企业、新客

商和地方政府、企业员工“四赢”。

资产重组，助推企业自我盘活做强

【现场】“我们计划在今年再新租赁
3000平方米厂房，增加10台经编机，形成
年产经编布1500吨的能力，力争项目达产
后，企业年总产值达到8000万元，年上缴
税收130万元。”在位于蒲纺桂花树社区的
赤壁市振新针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毕华
高兴地说，该企业能有今天的规模，得益于
该园区管委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

【背景】主要从事针纺织品生产与销售
的赤壁市振新针纺有限公司，是由原赤壁
市三叶针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资产重
组成立的。

占地11287平方米的三叶针织印染公
司，自2015年6月开始因周转资金不足而

停产。为帮助三叶公司恢复生产，蒲纺工
业园区管委会积极牵线搭桥，介绍有实力
的客商与其进行资产重组，最终与赤壁市
振新针纺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组建成
立新的振新针纺公司。

该两家公司合并重组后，通过添置定
型机、磨毛机、打卷机、拉毛机等染整设备，
不仅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还以全新的管
理模式、完善的技术和周到的服务，开拓了
新的市场，使年产各类印染布规模扩大到
5000吨。

【点评】蒲纺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协调

部负责人李明星说，如今，通过资产重组成

立的赤壁市振新针纺有限公司，不仅产品

市场得到进一步拓展，成为蒲纺工业园区

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对激励企业自我盘

活，进一步做大做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

新华社北京电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
鹏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四好农村路”建设情况时表示，在农村公
路的管理养护和运营上，将推进管养体制
改革等六大举措。

李小鹏说，首先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推进“四好农村路”更好地发

展；第二，积极研究制定有关农村公路的
立法；第三，编制、完善规划，并落实到每
年的任务当中；第四，开展管养体制改革，
建立管护资金的保障机制，建立完善考核
评价机制；第五，强化技术指导，编制一系
列技术标准、规范、标准定额，使农村公路
的建设更规范、质量水平更高；第六，开展

示范工作，用示范来引领各地的农村公路
建设。

李小鹏表示，农村公路建成后，为农村
地区带来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
了民心。要把保证农村公路的安全作为一
件大事情来抓。通过对危桥、危路的改造，
使农村公路更安全，农民兄弟出行更安全。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建改
建农村公路超过127万公里，一共解决了
406个乡镇、6万多个建制村通硬化路，每
年新增通客车的建制村有5000个以上。
五年来，全国累计完成投资556.3亿元用
于农村公路的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危桥改
造。

我国将实施六大举措

推进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

“小年”逛集
备年货

2 月 8 日，群众在红旗大集上选购商
品。

当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也是北方
民间俗称的“小年”。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
区的红旗大集迎来了置办年货的市民们。
市民在红旗大集上购置年货的同时，还可
以欣赏满族民俗表演，热闹的大集散发着
浓浓的年味。 据新华社

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会议，部署2018年工作。针对民生关切，新华社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了多个领域的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