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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了！2021年的首次寒潮预警，
连接着2020年年末的超级寒潮，北方多地
最低气温创下入冬以来新低，让人们感受
到这个冬天的寒意。

除了个别城市和群体享受到低温津
贴外，很多户外劳动者的低温津贴仍被冷
藏在文件里。记者走访的多位环卫工、外
卖小哥等都不清楚低温津贴的事。新华
社记者不久前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遇
到了同样情况。天津和山西的相关职能

部门干部也说“没听过有低温津贴”。去
年，上海市一项7000多名职工参与的线上
调查显示，84%的受访职工从未听说过低
温津贴。

其实，早在2004年我国在《最低工资
规定》中便明确提出低温津贴。中国气象
局统计显示，我国平均每年有寒潮5.27次，
冷空气9.7次。以此算来，16年来保守估计
有200多次寒潮和冷空气来袭。看来，低
温津贴是不能指望大风寒流给刮来的。

纸上的权利究竟为什么落不到手上？
综合近年来各行各业的情况分析，无非有
这几种情况：一是法规不够细致，落实没有
着落；二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
三是监督没有到位，全靠企业自觉。

不过，有夏季高温津贴作为参照，这些
困难似乎有“不为也，非不能也”的嫌疑。
尽管落实高温津贴还有改善余地，但比低
温津贴要好一些了。专家也认为，不妨参
考高温津贴，研究制定低温天气劳动保护

专项政策法规，明确低温天气作业范围、适
用人群等，强化落实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
让户外劳动者在寒冬中感受温暖。

当然，这已经来不及抵挡这次寒潮
了。那么，能不能在下次寒潮来袭前拿出
落实方案呢？毕竟，2015年公布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已将低温列为职业
病危害之一。我们期待“政策一调三冬
暖”，让所有低温下的劳动者在寒潮中被
温柔以待。

低温津贴不能被冷藏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
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
发展定下了这一总基调、大方向，中华民
族母亲河自此开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新篇章。

5年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强力推进
长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奏响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协奏曲”，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

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日益呈现“生态美”的长江正在撬动沿江
11省市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力军。

5年交出一份高分生态“答卷”

尾矿库顶部、边坡覆土加固，播撒的
花草长势良好，投入4000多万元的渗滤
液处理站正在运行……这是记者在中化
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尾矿库看
到的场景。

涪陵化工是一家有50多年历史的老
化工企业，其尾矿库紧靠长江，磷石膏渣
曾堆积如山，渗滤液漫溢入江隐患突出。
从2018年开始，该企业启动环保搬迁，经
过2年多的生态修复，曾经威胁长江生态

的尾矿库如今蜕变成了一座江边青山。
化工围江、非法采砂、电鱼炸鱼、污水

直排……由于此前沿江经济高速发展过
程中环保欠账较多，中华民族母亲河一度
饱受污染之痛。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后，
一场场为母亲河祛除顽疾的生态保护攻
坚战接连打响，一个个类似于中化涪陵尾
矿库的长江生态“病源”得到有效治理修
复，沿江省市发展理念深刻嬗变。

昔日几近绝迹的江豚近两年频频现
身，近十年最大规模红嘴鸥迁徙种群“光
临”长江重庆段……5年来，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交出了一份高分生态“答卷”，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
化。数据显示，2020年前11个月，长江经
济带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86.6%，较2016
年提高13.3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为
0.4%，较2016年下降2.9个百分点。

系统治理换来长江好“颜值”

“我在朋友圈发了几张这里花草茂盛
的照片，说这里曾经是废弃矿区，朋友们
都不相信。”家住重庆市南岸区南山上的
泉山村村民佘佐华，在向记者介绍家附近
的矿坑变迁时说。

南山是重庆中心城区的“绿肺”，由于
采石场多年开采，在泉山村附近留下约
62.9公顷的废弃矿坑。2017年，通过覆
土植绿等生态修复工程，这个昔日尘土飞
扬的矿坑被花草树木所覆盖。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
处处长李萍介绍，重庆市2018年入围国
家山水林田湖草修复工程试点，当前正大
力开展国土绿化提升、矿山综合治理、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7大类生态修复工程，加
快建设“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连续
三年组织拍摄警示片，建立问题台账，督
促地方整改；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县城集
中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
累计搬改关转化工企业8091家；长江干
流沿线码头实现船舶垃圾设施全覆盖
……一系列综合治理“组合拳”之下，中华
民族母亲河“颜值”不断提升。

担当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朝辞白帝彩云间”“除却巫山不是
云”，重庆扼守长江瞿塘峡的奉节县、坐拥
巫峡的巫山县不但有着壮美峡江风光，还
有白帝城、神女峰、诸多诗词名篇等深厚
人文资源。但前些年，这两个县的支柱产

业却是煤矿，挖煤虽然带来了短期利益，
却毁坏了绿水青山。如今，这两个县关煤
矿、护生态、开“文矿”，重塑产业结构，“擦
亮”巫山脆李、红叶和奉节脐橙、诗城等农
旅产业名片，让群众吃上了“生态饭”。

在加快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同时，长
江经济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的步履同样又好又快。

5年来，长江经济带持续优化新兴产
业布局，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规模占
全国比重均超过50%。

202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深化互联互通、协同
发力，加速构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
脉。

生机盎然的中华母亲河，正绘就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动能
澎湃的长江经济带，正崛起为引领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生态长江撬动高质量发展
——沿江11省市推进长江大保护5周年纪实

关于咸宁市勘察建筑设计院
转企改革相关事项的声明

根据《咸宁市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咸宁市市直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咸事改发[2018]1号）精神，当前，
我院正在进行事业单位转企改革。为了
顺利推进改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作如下
声明：

1.迄今为止，仍与我院（含湖北金桂建
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咸宁市建固建
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有限公司）存在人
事（劳务）关系且不在我院上岗或通过我
院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请于本声明发布
之日起30日之内与我院联系，逾期我院将
不予受理，一切责任由其本人负责。

2.迄今为止，仍与我院存在债务债权
关系的业务单位或个人，请于本声明发布
之日起30日之内与我院联系，逾期我院将
不予受理，一切责任由有业务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负责。

联系人：赵爱
联系电话：0715-8056661
办公地址：咸宁市淦河大道39号勘察

设计大厦901
咸宁市勘察建筑设计院

2021年1月8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

监管分局核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通
城营销服务部获准开业。

现予以公告。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通城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71126
机构编码：00002742122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26日
机构住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隽水

镇玉立大道 126 号博仁广场 1、2 号楼
219-223铺

业务范围：在通城县行政辖区内开展
以下业务：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
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
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
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
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
期健康保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人身保险业务。

负责人：徐二龙
邮政编码：437400
联系电话：0715-4062628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3日

注:嘉(告)字【2021】01号地块的
建设须严格按县四大家审定的修建
性详细规划要求和《嘉鱼县岳公楼文
化旅游综合体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开
发建设。根据规划设计方案，项目区
内需配建一所标准化学校，估算造价
约8000万元（占地59.94亩，72个标
准班，学生 2600 人，地下停车场
10672.37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面积
24721.06平方米）；另外修建沿湖大
道西延伸段市政道路，估算造价约
2977万元（路长767米,路宽24米,含
地下综合管沟和35米跨度桥梁）。项
目区内出让的经营性土地由竞得人共
同投资，承担学校和市政道路工程建
设，工程竣工后无偿交与县政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
（被纳入联合惩戒黑名单或因存在土
地违法违规行为被嘉鱼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纳入禁止参加土地竞买名
单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的除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买所
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竞
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
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
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
卖出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申请人可
于2021年1月9日至2021年1月28
日到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
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
出让文件。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对
本次拍卖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
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
行踏勘现场。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1月9日

至2021年1月28日16时前到嘉鱼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德润古今
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
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1年1月28日16时整（以到
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
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21年
1月28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
卖会定于2021年1月29日上午10：
00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509
室举行。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6楼（嘉鱼大道48号）
联系人：孔女士
联系电话：0715-6315828
（2）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

道时代广场1座26楼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5727151166
2、银行账户
（一）竞买保证金
开户单位：嘉鱼县财政局嘉鱼县

非税收入管理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专
户）

开户行：湖北银行嘉鱼支行
帐 号：160700120100010066
行 号：313536300010
（二）竞买准备金
开户单位：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青

岛路支行
账 号：1279 0233 6510 303

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8日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21】01号

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嘉鱼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嘉（告）字
【2021】0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嘉（告）字
【2021】01号

地块
位置

鱼岳镇岳
公路西侧

土地
（平方米）

5149.25

土地
用途

商服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不小于1
不大于1.2

建筑
密度

不大于
55%

绿地率

不小于
25%

出让
年限

40
年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42

竞买
准备金
（万元）

20

起始价
（万元）

484

备注：以上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设计条件
以嘉鱼县城乡规划勘察设计院出具的拟出让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红线图为准，土地面积以
实测为准。另规划部门确定地块的建设须严
格按县四大家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要求和
《嘉鱼县岳公楼文化旅游综合体规划设计方
案》进行开发建设。根据规划设计方案，项目
区内需配建一所标准化学校，估算造价约
8000 万(占地 59.94 亩，72 个标准班，学生
2600人，地下停车场10672.37平方米，地上
建筑物面积24721.06平方米)；另外修建沿湖
大道西延伸段市政道路，估算造价约2977万
元(路长767米，路宽24米，含地下综合管沟和
35米跨度桥梁)。项目区内出让的经营性土地
由土地竞得人共同投资，承担学校和市政道路
工程建设，工程竣工后无偿交与县政府。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法
律法规和拍卖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并按《竞买须
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被纳入联合惩
戒黑名单或因存在土地违法违规行为被嘉鱼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入禁止参加土地竞买
名单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竞
买活动。

三、拍卖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本次拍卖
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
文件》。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荣达
诚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地块不另行
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
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地点：
申请人可于2021 年1月8日至2021年1月
28日 16:00 时前到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或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获

取《拍卖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
备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28日16:00时
整，以实际到账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
竞买准备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嘉鱼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和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将在
2021年 1月2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

六、拍卖时间、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拍卖会定于2021年 1月29日上午10:
3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综合办公大
楼509室举行。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嘉鱼县嘉鱼大道48号嘉鱼县综

治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综合办大楼6楼
联系电话：0715-6315828
联系人：孔女士
（2）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特1号香泉公

馆2号楼1502室
联系电话：0715-8895636
13387179877 联系人：陈女士
2、银行账户
（一）竞买保证金账号：
开户单位：嘉鱼县财政局嘉鱼县非税收入

管理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专户）
开户行：湖北银行嘉鱼支行
账 号：1607 0012 0100 0100 66
行 号：313536300010
（二）竞买准备金账号：
开户单位：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5768 5993 2255
开户行：中国银行咸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0二一年一月八日

嘉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嘉（告）字【2021】02号

经嘉鱼县人民政府批准，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湖
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嘉（告）字【2021】0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嘉(告)字
[2021]02号

土地
位置

嘉鱼县鱼岳镇
岳公路西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0508.91
(约75.76亩)

土地
用途

商业
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R
≤3.3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25%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住比

0.6:9.4

竞买
保证金（万元）

2401

竞买
准备金（万元）

38

起始价
（万元）

4802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21

年1月8日至2021年2月7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
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
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
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
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
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
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
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
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
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
出让文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21
年1月8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
网、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 2月7下
午16时，挂牌起始时间为2021
年1月28日8时整，揭牌时间为
2021年 2月8日9时00分。地
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
系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

买人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
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
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以竞价
方式确定竞得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
牌出让活动须办理CA数字证
书，办理流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详见《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
望巷175号

办 理 数 字 证 书 电 话 为 ：
15872011934 联系人：汪先生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
牌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
牌出让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
219.139.108.3/trade-engine/
trade/index

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 www.
land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
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
变更或补充，以通城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1月8日

编
号

1

地块
编号

G[2020]043

土地
位置

县北港镇
横冲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6223.19㎡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
0.7

建筑
密度

≥
38%

绿地
率

≤
20%

起始价
（万元）

97.4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0

湖北天安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湖北中佳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年产2万吨丙烯酸羧乙酯、甲
基丙烯酸羧乙（丙）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形
成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2018）有关规定，现对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
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eiabbs.net/thread-400515-1-1.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将联系方式、地址发送到

289255179＠qq．com邮箱，我单位将会把纸质报告
书寄出。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对象为与该项目相关的党政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
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网络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即2021年1月7

日——2021年1月18日。
（六）意见提交单位
建设单位：湖北天安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孟新安
联系方式：13907248535
邮箱：289255179＠qq．com
通讯地址：湖北咸安经济开发区

湖北天安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年产2万吨丙烯酸羧乙酯、甲基丙烯酸羧乙（丙）酯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湖北永晨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嘉鱼分公司遗失
在中国农业银行嘉鱼南嘉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363000193401，账号：690501040004824，特声明作
废。

嘉鱼前程喷码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在中国农业银行
嘉 鱼 南 嘉 支 行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3000249401，账号：690501040005771，特声明作
废。

天国预制厂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以及个人私章刘
天国印、刘晚元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02MA48JM7MX2，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永安街道办事处阳光社区居民委员会遗失
2020年3月30日开具给湖北省咸宁军分区的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第一联），发票号码：
00826667，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新业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以及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09664052XU，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盛航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2MA4934421D，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致远健康生活馆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362000366101，账号：1818050109200088633，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规划用途
产业定向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能耗标准
出让年限

挂牌起始价（万元）
交易结果（万元）

成交时间
受让人

咸土网挂
G﹝2020﹞026号

咸宁高新区咸宁东方外国语
学校北侧

24560.42（36.84亩）
≥1.0

工业用地
智能终端制造业

≥4500

≤0.1165吨标煤/万元
50年
341
341

2021年1月7日
武汉欣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咸土网挂
G﹝2020﹞027号

咸宁高新区二期横二路与
龟山路交叉口西南侧
26178（39.267亩）

≥1.0
工业用地

环境保护专业设备制造业

≥4500

≤0.1165吨标煤/万元
50年
399
/
/

因无人竞买流挂

咸土网挂
G﹝2020﹞028号

咸宁高新区二期横二路与
永安路交叉口西北侧
6468.87（9.70亩）

≥1.0
工业用地

纸制品制造业

≥4500

/
50年
129
129

2021年1月7日
咸宁市三鑫包装有限公司

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
二〇二一年元月八日

咸土网挂G﹝2020﹞026-028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对咸土网挂G﹝

2020﹞026-02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国办印发意见提出

政务热线便民服务“不打烊”
据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除110、119、120、122等紧急
热线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今年年底前，各地区
设立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号码服务，各地区归并后的热线
统一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12345热
线），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同时，优化流
程和资源配置，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紧密衔
接，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
置和办理，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
得更实，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

《意见》同时确定了加快各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
并、优化12345热线运行机制、加强12345热线能力建设
三方面政策措施。

本科毕业论文将每年抽检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记者7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为推动高校加强培养过程管理、把好毕业出口质量，
教育部近日印发《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
行）》，启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试点工作。

根据这一办法，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
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
原则上应不低于2%。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
的方式确定抽检名单，抽检论文要覆盖本地区所有本科
层次普通高校及其全部本科专业。

抽检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对连续2年均有
“存在问题毕业论文”，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高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本省域内予以通报，减少其招生
计划，并进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高校应对
有关部门、学院和个人的人才培养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调
查，依据有关规定予以追责。对连续3年抽检存在问题较
多的本科专业，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
培养质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责令其暂停
招生，或由省级学位委员会撤销其学士学位授权点。

湖北上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新华社武汉1月6日电 湖北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首张支付凭证近日开出，标志着湖北省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是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
要求，依据全国统一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构建的，以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管理等业务系统为核心，集中
化部署为手段，大数据应用为途径，财政云平台为支撑
的现代财政信息化体系。通过“业务规范+技术控制”的
方式，推动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
算制度，形成财政业务顺向衔接、逆向反馈的“闭环”，实
现财政资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动态监控。

这一系统取代了预算编制、指标管理、国库集中支
付等系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体系，实现了从项目
立项、预算编制和批复、资金申请、资金拨付到项目结束
的全程管理，以及对资金使用的追踪监管。这一系统后
期还将与政府采购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绩效评价系统、
投资评审系统对接，实现对惠企利民资金的动态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