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我国粮
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国家统计局10
日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113亿斤，增长
0.9%，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播种面
积175152万亩，比2019年增加1056万

亩，增长0.6%；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382 公斤/亩，比 2019 年增加 0.9 公斤/
亩，增长0.2%。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介
绍，2020年，各地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力度，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积极落实
各项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粮

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全国大部农区气
候条件较为适宜，病虫害发生较轻，有利
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尽管
部分地区洪涝灾害和台风对生产造成一
定影响，但各地加强田间管理，积极抗灾
减灾，农业灾情对粮食生产影响有限。

李锁强表示，2020年，全国粮食再获

丰收，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
境、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图为 10 月 18 日 在 河 北 省 滦 州 市
古城街道蒋庄村拍摄的稻田（无人机
照片）。 据新华社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

6版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哲

电话：0715—8128770时事新闻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2020年12月4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8周年。

此前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2020年10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数据，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连续第8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连续86个月坚持公布的月报数据见
证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落地、深入人
心。而其统计指标体系的“变”与“不变”，
更是发挥着“指挥棒”与“风向标”的作用。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数据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布】

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2019年12月的月报数据，一个变化引人
注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数
据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

这个变化其实早就有迹可循。2019
年3月，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强调
2019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并将2019年作为

“基层减负年”。
开始向社会公开发布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查处数据，释放出的正是向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亮剑的鲜明信号。

数据显示，2020年前10个月，全国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6.2万余起，占查处问题总数近六
成。

这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问
题表现最为突出，全年共查处问题4.7万
余起，在查处的全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中占比达到75.36%。

鲜明信号仍在传递。今年4月，一份
重要文件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持
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
知》，连续第二年对纠治形式主义顽疾作出
重要部署，可见当前作风建设的重点和焦
点所在。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类型作出调整】

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
内容的另一变化，就是将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问题的类型从9个调整为6个。

问题类型从9个减少至6个，并不意
味着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查处强度
的弱化。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问题4.2万余起，处理5.9万余人。2019年
同期的两项数据分别为4.5万余起、6.3万

余人，并未出现大幅下降，高压态势仍在保
持。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在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问题中，“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

“违规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三类问题依旧是“大头”，在今年前10个月
共计查处问题2.7万余起，处理3.8万余
人，分别占到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总数和总处理人数的64.68%和65.94%。

节日期间是一些歪风邪气的易发高发
期。今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11起中秋、国庆期间“四风”问题典型案
例，其中不乏违规接受宴请，收受购物卡、
礼品、礼金，公款报销，私车公养、公车私用
等问题。这也充分说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对其打击不能有
丝毫松懈。

【监督执纪高压态势从未改变】

1月，查处问题8228起、处理11389
人；2月，查处问题 8737 起、处理 13463
人；3月，查处问题10411起、处理14968
人……进入2020年以来，以上数据每月更
新，始终保持高位态势。

据统计，今年前10个月，全国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10.5万余起，处理15.2万余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8.8万余人。

从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员
干部结构看，2020 年前 10 个月处理的
15.2万余人中，有地厅级530人、县处级
8416人、乡科级及以下14.3万余人。

可以看到，作风建设在聚焦“关键少
数”的同时，持续不断向基层传导压力，对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更是露头就
打、从严查处。

在公布月报数据的同时，还通过点人
点事的公开曝光形成强大震慑和舆论压
力。今年国庆节前15天左右的时间里，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就密集通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典型案例160起，为一
些心存侥幸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可以看到，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对作风
建设的重点焦点着力点进行适时调整，是
纪检监察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
体现。

同时，在变化之中，紧盯重点对象、重
要部位和关键环节强化监督检查，找准靶
子、查清病灶、以案促改，让党员干部时刻
紧绷纪律之弦的高压状态一以贯之、从未
改变。

八项规定8周年之际

看作风建设的“变”与“不变”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我国医

疗保障领域有了第一部条例。国务院常
务会议9日通过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条例（草案）》，将改变我国医保基
金监管工作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的局面，有
力推动医保领域依法行政，提升医保治理
水平。

据悉，医保监管条例草案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确定了医保部门、定点医药
机构、参保人员等的权责，规定按照便民
原则，强化医疗保障服务，及时结算和拨
付医保基金，提高服务质量，要求加强监
管和社会监督，严禁通过伪造、涂改医学
文书或虚构医药服务等骗取医保基金，对
违法违规行为通过责令退回资金、暂停医
保结算、罚款、吊销定点医药机构执业资
格等加大惩戒，管好用好医保资金，维护
群众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始终把加强基
金监管、维护基金安全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保持打击欺
诈骗保高压态势，多措并举严肃查处欺诈
骗保行为。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天津、河
北、上海等10个省份在省级层面设立了
医保基金监管专职机构，内蒙古阿拉善
盟、江苏省徐州市、山东省济宁市等数十
个地市和县（区、市）相继设立了基金监管
专门的行政执法队伍，基金监管人员力量
得到有效强化。

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副院长应亚珍
说，草案最大的亮点是强调服务为先，强
化优化监管，精准施策。它的出台将完善
基金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快推进基金
监管有关文书、程序规范和相关标准的制
定。这对于管好用好医保资金，维护群众
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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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文化旅游局关于注销“僵尸企业”经营单位的公示
根据咸宁市文化旅游局《关于组织开展全市文化旅游企业清理清查工作的通知》，经我局对咸安区文旅市场进行排

查核实，咸安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共有“僵尸企业”47家拟进行注销，现公布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15天。
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0年12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许可证编号
421200200001
421200200002
421200200023
421200200028
421200200029
421200200034
421200200035
421200200037
421200200040
421200200044
421200200046
421200200055
421200200063
421200200064
421200200065
421200200067
421200200068
421200200069
421200200070
421200200074
421200200080
421200200081
421200200082
421200200083

经营单位名称
咸宁市咸安区官埠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永安雄鹰网吧
咸宁市极光网络会所

咸宁市咸安区桂花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汀泗精英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翔龙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环城心缘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环城网之恋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横沟双忠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连心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永安虫虫网吧
咸安区永安新工会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浮山一百度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环城心动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寻梦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宏宇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环城千年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艾尚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环城桂竹苑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亚宁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宝塔东方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聚鑫网络会所
咸宁市咸安区永安天下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零柒壹伍网吧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许可证编号
421200200089
421200200090
421200200093
421200200094
421200200097
421200200099
421200200100
421200200103
421200200110
421200200111
421200200112
421200200113
421200200122
421200200124
421200200128
421200200130
421200200131
421200200132
421200200137
421200200140
421200200141
421200200144
421200200148

经营单位名称
咸宁市咸安区甘棠传奇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汀泗镇三国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环城雄风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贺胜胜霞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初航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浮山传奇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快尚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灵通网吧
咸安区永安多媒体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阳光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皓轩网吧
龙潭新村乾鑫网络会所
咸宁市咸安区超越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小小素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桂花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新干线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乐活网咖
咸宁市咸安区爱尚网咖

咸宁市咸安区环城金桥网吧
咸宁市咸安区尚尚网咖
咸宁市咸安区银河网咖
咸宁市咸安区网尚网咖
咸安区贺胜桥星语网咖

教育部

多措并举治理“家长作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教育部10日就日

前引起社会热议的“家长退群”问题作出回应表示，
“对于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这个问题，教育
部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教育部将采取进一步
举措治理“家长作业”。

“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学
生巩固知识、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老师开展教学
评价和精准分析学情的重要手段。”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副司长俞伟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
前，辽宁、山西等地陆续出台了关于规范作业管理的
一些意见。教育部下一步将主要采取三方面举措，指
导地方落实好作业管理工作。

他介绍，一是要健全作业布置的机制，包括学校
作业的常规管理、年级和班级的统筹、教师试做和讲
解、学生反馈和评估等方面机制。二是提升作业质
量，主要是在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优
化作业的设计，创新作业的形式，强化实践性作业，积
极探索弹性作业、跨学科作业。三是加强日常监管，
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特别是布置惩罚性作业、要求家
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等明令禁止的行为，发现一起，严
处一起，切实建立起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

“但是，不给家长布置作业，并不意味着家长就没
有教育的责任了。”俞伟跃同时指出，家长也要在家里
引导培养孩子养成自主完成作业的良好习惯，跟学校
密切配合，形成育人的合力。

11月CPI同比下降0.5%
猪肉价格三连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国家统计局9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下降0.5%，这是2009年10月以来该数据首次出现
同比负增长。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继续
保持稳定，同比上涨0.5%，涨幅已连续5个月相同。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介绍，11月
CPI同比下降，一方面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
另一方面，食品价格由10月上涨2.2%转为下降2.0%，
影响CPI下降约0.44个百分点，是带动CPI由涨转降
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食品中的猪肉价格下降12.5%，降幅比10
月扩大 9.7 个百分点，影响CPI 下降约 0.60 个百分
点。猪肉价格连续3个月环比下降。从环比看，CPI
下降0.6%。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4%，影响CPI下降
约0.53个百分点，也是影响CPI下降的主要因素。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安全有
效的疫苗被认为是战胜新冠疫情的“终极
武器”。目前，全球有部分国家已经开始
或计划开展新冠疫苗接种。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优先为最需要的人
接种新冠疫苗，包括感染风险较高的医卫
工作者以及罹患严重疾病的人群等。

谭德塞说，疫苗推出的第一阶段将
保证提供足够剂量以覆盖医卫和社会护
理工作者。之后随着疫苗供应量的增
加，将推广至参与由世卫组织主导的
COVAX全球新冠疫苗计划的国家和经
济体约20%的人口，确保更多的高危人
群得到覆盖。

此外，除了确保疫苗供应、生产、运
输和资金等环节外，谭德塞还呼吁各国
领导人加强宣传和沟通，进一步向民众
普及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及如何获得疫苗
接种等问题。

英国、法国、葡萄牙和墨西哥等国在
制定新冠疫苗接种战略时，遵循了世卫
组织的上述原则，即优先为医护人员、老

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高感染风险人群接
种，进而再逐步分阶段接种，最终覆盖国
内绝大部分人群。

目前，英国已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冠
疫苗。按照英国政府的规划，在英国各
地提供接种服务时，护理院人员、80岁以
上老人以及一线医护和社会工作者将优
先接种。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表
示，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还要等到明年。

法国总理卡斯泰日前介绍说，该国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分3个阶段：首先，
疫苗在法国上市的第一个月内预计将有
约100万人接种疫苗，包括养老院中的
老年人和医护人员等；第二阶段，接种范
围将扩大至约1400万人左右；到第三阶
段，将向全民开放疫苗接种。

中国目前有5条技术路线的14个新
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其中5个疫苗正在
按程序按标准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紧急
使用、生产准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对
此，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将研究制定疫苗
上市后的接种分配方案，明确人群范围、

接种顺序和时间考虑，同时开展疫苗知
识的宣传普及教育，使民众科学理性认
识疫苗，积极做好预防接种和个人防护。

不过，即使接种了新冠疫苗，必要的
疫情防护措施仍不可少。英国《每日电
讯报》援引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
里克·瓦兰斯的话报道，即便疫苗大规模
接种完成，英国的防疫限制措施仍将实
施较长一段时间。“即便接种了疫苗，或
许到明年冬天，我们（依然）需要实施戴
口罩等措施。”

谭德塞表示，新冠疫苗研发进展使
人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芒”，但要
结束新冠大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新
冠疫苗进展使仍处疫情中的人们感到振
奋，但越来越多人认为新冠大流行已经
结束，这种想法让世卫组织感到担忧。

谭德塞说，在推广新冠疫苗的最初
阶段，由于每个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人能
接种疫苗，因此各国政府、社区和个人应
继续使用已验证有效的新冠应对工具，
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冠疫苗接种要分几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