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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启事
郴州、株洲火车站站台商

品销售项目招商报名即日启

动，截止时间：2019年12月30

日。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873563908

广州铁路站车服务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遗 失 启 事

●袁银华不慎遗失郴州金科凯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7日开具
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
码 ： 4300163320， 发 票 号 码 ：
08076310，郴州金科城 16 栋-1301 房
的房款金额：20000元，特声明作废。
●陈春桃、殷志卓不慎遗失郴州金科凯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 年3 月21
日开具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发
票 代 码 ： 4300164320， 发 票 号 码 ：
23995226，郴州金科城16栋-3001房的
房款金额：37002元，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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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为充
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
部的关怀，日前，经中央领导同志
同意，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
费中划拨 19740 万元，专门用于
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
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对基
层干部特别是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
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干部、
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以及“共和国
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因
公去世干部家属要一并走访慰问。

对村（社区）老骨干、因病致贫的
特困群众、确有困难的基层党务工
作者也可纳入走访慰问范围。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
要把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作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巩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举措，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用心用情做
好有关工作，使走访慰问活动成为
凝心聚力的暖心工程。各级党委组
织部门要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春
节前发给慰问对象，做到专款专用。

中 央 组 织 部 从 代 中 央 管 理 党 费 中
划 拨 19740 万 元 用 于 元 旦 春 节 期 间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

据新华社银川 12 月 29 日电
（记者 何晨阳）宁夏人民盼望已久
的高铁梦终成现实！29 日，随着
C8201 次列车从银川火车站驶出，
银川至中卫段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宁夏由此结束没有高铁的历史。作
为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高铁“盲
区”，宁夏首条高铁的开通，标志
着我国高铁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29日开通的银中高铁连接银川
市、吴忠市和中卫市共三座宁夏城
市，由银（银川）西（西安）高铁

中的银川至吴忠段和京（北京）呼
（呼和浩特） 银 （银川） 兰 （兰
州）高铁快速客运大通道中的吴忠
至中卫城际铁路两部分组成。线路
全长 207 公里，最高设计时速 250
公里。

据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银西高
铁总设计师马文辉介绍，本次开通的
银川至中卫高铁既是宁夏的首条高
铁，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包
银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宁
夏沿黄河经济带的重要通道。

宁夏结束没有高速铁路历史

2019 年初，中央各部委针对百
姓关切纷纷开出“民生清单”。到
2019 年底，这些承诺落实得怎样
了？“新华视点”记者采访部委进行
了追踪。

【扶贫】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
人以上，340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

承诺：2019 年确保再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 1000 万左右，实现 300 个
左右贫困县摘帽，基本完成“十三
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

追踪：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
解到，预计 2019 年减少贫困人口
1000万人以上，340个左右贫困县脱
贫摘帽。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基
本完成。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重
大进展，“三区三州”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由 2018 年的 172 万减少到今年
底的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
到 2%。“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基本解决。

【就业】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预
计城镇新增就业将连续 7 年超过
1300万人

承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
示，要继续完善和落实稳就业的政
策措施。

追踪：一年来，我国就业形势
保持总体稳定：1-11月全国累计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1279万人，预计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将连续 7 年超过
13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
登记失业率均低于控制目标。

2019 届高校毕业生目前就业水
平与往年基本持平。截至 11 月底，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64 万人，
已经完成全年130万人的目标任务。

【环保】钢铁业逐步推进超低排
放改造，长江展开保护修复攻坚战

承诺：生态环境部要求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全力打好碧水保卫
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追踪：为保卫蓝天，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地区清洁取暖
改造总数约700万户；《关于推进实
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 印
发，当前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物排
放来源钢铁行业逐步推进超低排放
改造。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稳步推
进。今年，20个省 （区、市）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县级及以上水源地
需要清理整治的 3626 个环境问题，
到今年10月中旬，已完成整治3515
个，完成比例达97%。

【社保】社保卡持卡人数超13
亿人，10省份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

承诺：2019 年全面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
平。

追踪：人社部表示，“先参保、
再开工”的长效机制不断巩固完
善。全国2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出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
定和基础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机制

政策文件，10个省份提高了基础养
老金水平。

9 月 15 日，国家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门户网站正式上线运行。
截至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超
过 13 亿人，已覆盖超过 93%的人
口，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超过8000
万张。截至10月底，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5977 万人，
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养老】推出普惠养老城企联动
专项行动，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14
亿元吸引各方参与

承诺：民政部将持续开展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促进养
老服务提质增效。国家发展改革委
表示，将出台实施大力发展养老服
务的政策措施。

追踪：2019 年 9 月，民政部明
确要求到2022年底前，确保每个县
（市、区） 至少建有1所以失能、部
分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县
级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联合民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普惠
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主要解决
广大城市老年人尤其是中低收入且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服务
时面临的“买不到、买不起、买不
好、买不安”问题。通过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吸引城市政府和企业
资源参与，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
给。2019年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14
亿元，新增养老床位 7 万张，吸引
64个城市、119个项目参与。

【教育】出台20项措施为中小
学教师减负，完成1万多所幼儿园
整改

承诺：2019 年教育部将专门出
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为解决

“入园难”，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各地
以区县为单位于 2019 年 4 月底前完
成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情况的全
面摸底排查工作并进行整改。

追踪：2019 年底，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减
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
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文件从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
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相关报表填
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
等方面提出20项务实举措，减少对
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
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教育部表示，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底数基本摸清，截至11月已完
成整改任务的有1.14万所。

【医疗】进一步整合县域医疗卫
生资源，出台涉药品等15项改革

承诺：从推进医联体建设、加
强县级医院建设、发展远程医疗、
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四个方面破
解“看病难”。从完善药品政策、完
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公立医
院管理、配合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四个方面着力破解“看病贵”。

追踪：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确定山西和浙江为紧密型县
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试点省，北
京市西城区等 567 个县为试点县，
进一步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

通过加快审批、恢复或扩大生
产、促进制剂原料对接等方式，促
进氯法齐明、阿糖胞苷、硝酸甘油
等药品生产供应，同时，进一步健
全完善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统，初
步形成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监
测和应对处置体系。

此外，国家卫健委以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从药品、医疗、
医保改革和行业监管四方面提出15
项改革措施。

【住房】房地产总体平稳运行，
棚户区改造任务超额完成

承诺：要以加快解决中低收入
群体住房困难为中心任务，健全城
镇住房保障体系。增加公租房有效
供应，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追踪：2019 年，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长效机制方案，落实城市主体
责任制，稳步推进“一城一策”试
点，房地产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实
现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
标。

截至11月底，棚户区改造已开
工315万套，超额完成289万套的目
标任务。在规范发展公租房方面，
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通知，71个大中
城市申报8万套。

【农村人居】全国90%村庄开展
清洁行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0%

承诺：八部委联合部署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水利部提出，到
2019年年底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到86%，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2%。

追踪：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
示，据初步统计，全国 90%的村庄
开展了清洁行动，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 60%，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覆盖到84%的行政村。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19年1
至11月，全国共完成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建设投资 498.1 亿元，
其中中央下达资金121.7亿元，巩固
提升受益人口5280万人，解决了9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
题。目前我国建成比较完整的农村
供 水 体 系 ， 农 村 集 中 供 水 率 达
86%，自来水普及率达81%。

【消费】品牌连锁便利店新开门
店超1.4万家，城市新建末端配送网
点18000多个

承诺：深入实施消费升级行动
计划，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追踪：2019 年，商务部推动步
行街改造提升，打造消费升级载
体；发展品牌连锁便利店，促进城
市便民消费。1 至 11 月，重点监测
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共新进入70多
个地级以上城市，新开门店超过1.4
万家。

过去一年，商务部推动建设城

乡高效配送体系，专项行动重点推
进城市新建末端配送网点 18000 多
个，同比增长9.3%；深入实施中华
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推动大型电
商平台设立老字号专区；完善重点
联系企业制度，加强对零售行业转
型创新引导；配合财政部完善口岸
出境免税店管理，增设海南离岛免
税店。

【网络通信】网络提速降费全面
完成，实现全国“携号转网”

承诺：工信部表示，今年移动
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 20%以
上，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
15%，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

追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网
络提速降费各项目标全面完成。推
动基础电信企业降低中小企业宽带
和专线资费，针对低收入和老年人
群体在全国推出“地板价”资费方
案，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最大
折扣优惠，降低港澳流量漫游费，
各项降费举措使移动网络流量平均
资费大幅下降。11月27日全国正式
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交通运输】 新改建农村公路
29万公里，多地市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

承诺：2019 年交通运输部要新
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且年底将
完成剩余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
通硬化路建设；实现高速公路人工
收费车道手机移动支付全覆盖；实
现全国 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其中20个地级以上
城市实现交通一卡通移动支付应用
等。

追踪：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部
2019年公布的12件更贴近民生实事
的目标任务全部完成。其中全国新
改建农村公路29万公里，超过既定
目标；提前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
建制村通硬化路。实现 275 个地级
以上城市、448个县级城市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远超原定覆盖 260 个
城市的目标。实现高速公路人工收
费车道手机移动支付全覆盖。

【食品安全】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24.6万余件，多地建成市场监管大
数据平台

承诺：要真刀真枪解决食品安
全问题，确保取得可检验、可评
判、可感知的显著成效。

追踪：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
解到，全国共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24.6 万余件，责令停产停业 2604
户，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1.7万
人。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 26.9 万批次，处置不合格产品
6213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
业食品安全自查报告率达到 100%。
同时，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婴幼
儿配方乳粉追溯平台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果，不少地方建成市场监管大
数据智慧监督平台。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2019年“民生清单”落实如何？中央部委纷纷提交“成绩单”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