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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和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
部署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完善工作机制，
全面开放数据通道，在厦门口岸率先实现
100%通过“单一窗口”进行检验检疫申
报，而今改革红利渐显。

所谓“单一窗口”，就是企业只要和一
个“窗口”打交道，通过一个统一的信息平
台，一次性递交满足监管部门要求的标准
化单证和电子信息，监管部门处理结果通
过单一平台反馈给申报人，实现“一个窗
口、一个平台、一次申报、一次办结”。简
化企业申报手续，减少费用，降低成本，缩
短了通关时间。厦门检验检疫局数据显
示，进出口货物重复申报项目由此减少
30％，申报效率提高50%以上。

某船舶代理企业负责人陈先生说：
“企业通过‘单一窗口’进行申报，不用
再安装专门申报的软件，每年能为我们

省下不少钱。”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免除申报软件费用，有效解决“电
子政务平台收费”问题，据企业测算，
每批申报可节省 13 元至 15 元申报软件
使用费用。此外，“单一窗口”实现企业
的申报信息、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及放
行指令全部电子化，由此减少企业往返
成本以及相应的人工成本；“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协作平台还为每个集装箱减
少600元的通关费用。

过去，一艘国际航行船舶办理出入境
手续，需分别跑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
事等4家口岸联检单位。如今，通过出入
境船舶单一窗口信息系统一次性录入申
报信息，分别发送到 4 家联检单位的系
统，平均申报时间由 1 小时缩短到 5 分
钟，每艘次申报可节省纸质单证257页。

跨境电商商品近年备受消费者关
注。在厦门，合格的跨境电商商品已经实
现“秒放”。在厦门口岸的“单一窗口”平
台，厦门检验检疫局采用“电子申报+电
子审单+同屏比对+即查即放”监管新模
式，合格的跨境电商产品最多6秒就可以
实现验放，电子化指令直接下达企业，信

息传递时间大为缩短。
厦门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介绍：“‘单

一窗口’并不是孤立的，它有效实现了口
岸监管部门与码头、企业之间的信息联
动。”通过建立检、政、企电子化协作机制，
消除部门间的“信息孤岛”现象，构建口岸
信息“大数据”，为口岸物流全面信息化、
无纸化创造条件，使口岸监管有机融合，
并促进口岸服务更加高效。

依托“单一窗口”共享平台，厦门检验
检疫局不断加强与各口岸相关单位的合
作机制建设、口岸物流监管系统建设、监
管设施建设，优化业务流程设置、闸口放
行机制，持续推动部门间“信息互换、监管
互认、执法互助”，实现监管工作的有机融
合，提升口岸执法效能；通过“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关检共享查验
资源；通过“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协作平
台，实现关检查验环节一次吊柜、一次
开箱。

接下来，质检部门将按照国务院口岸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统一部署，推进“单
一窗口”各项工作。主动联合地方政府做
好检验检疫数据申报接口开放的对接工

作，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贸
易便利。国家质检总局将加强监督检查，
适时组织专项督查，以加快厦门成功经验
的复制推广。一方面，质检部门将迈开步
伐，在上海试点开展对接国际标准的基础
上，复制推广到其他地区“单一窗口”，实
现“单一窗口”间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单
一窗口建设标准体系；另一方面，质检
部门还将挽起手臂，与海关、港口、海
事、边检等口岸管理部门建立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的“信息共享、监管互认、执法
互助”，深化大通关机制探索。加强口岸
合作机制构建、业务流程设置、口岸物流
监管系统建设、监管设施建设、闸口放行
机制等工作。

厦门检验检疫局将利用“单一窗口”
2.0版升级契机，将移动检验检疫、食品安
全信息互换等业务系统融入“单一窗口”
建设，进一步完善“单一窗口”涉检功能。
同时，与海关、港口、海事、边检等口岸管
理部门建立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三互”
和大通关机制，提高口岸监管效能、提升
通关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和自贸试验区建设。

86 名新职大专毕业生被分配到沈阳铁路
局长春客运段，经过1个月的集中培训，成为长
春开往乌鲁木齐、昆明、南宁、西安等方向的长
途列车乘务员。在这 86 人中，有 84 人家在外
地，平均年龄 24 岁，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春节
假日期间，他们跑一次乘务少则三四天，多则六
七天，没有一人与亲人吃上年夜饭。

张玉靓所在的 K128 次列车，使用的是真
空集便器，经常有旅客不小心把方便面叉子等
垃圾掉到便器内。每当厕所堵塞，张玉靓就要
跪在便池边，用夹子一点点把异物从积便中拣
出来。

1 月 27 日 20 时 20 分，列车准时到达终点
站西安站，此时已是除夕夜。听着远方爆竹声
声，想家的张玉靓再也无法抑制对家的思念，流
下泪来。这时，一位阿姨过来紧紧地抱住她说：

“好孩子，要坚强。一路上你做得够好了，我们为
你感到骄傲！”几天后回到家时，一家人围了上
来，没有铁路工作经验的家人想了解趣闻。张玉
靓微笑着，讲到了旅客的拥抱。

23 岁的孙畅出生在一个“铁路世家”，父亲
和爷爷都是车辆段工人。但刚来客运段的时
候，孙畅犹豫又迷茫，她觉得家里非要她干的这
份工作和自己不咋“搭”。打开孙畅的微信朋友
圈，她晒自拍、晒美食，俨然一个站在流行时尚
前沿的小姑娘。

刚到客运段，孙畅就感受到铁路半军事化
管理的严格要求：集中培训的内容涉及客运基
础规章、服务技能、路风知识、乘务作业标准等
16 大部分，达 200 个考核项点，在校时都是纸
页上的东西，死记硬背就行；工作中，要应用于
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她最怕的还是带
她的师父任晓晴。师父的口头禅是“安全无小
事，对工作要心存敬畏，马虎不得！”

春运中的一天，在长春开往南宁的 K2388
次列车上，一位失去双腿的大爷在四平站准备
下车时突然身体不适。孙畅严格按照重点旅客
应急预案应对，取来药箱医治，待大爷状态好转
后，又将其背到车厢连接处的轮椅上，并送下
车。身高只有 1 米 62，体重不过百斤的孙畅累
得直不起腰来。随后，赶来的病人家属激动地
握住她的手，连声道谢。此时的孙畅第一次深
切感到，自己不是春运观望者，而是参与者，旅
客的幸福乃至生命安全与自己息息相关。

春运中，长春客运段86名“新兵”无一人掉
队，交上了 86 份合格答卷。他们舍小家为大
家，在挫折中成长，在收获中前行。

86名春运“新兵”
本报记者 李己平

人们常说，过了正月十五，这年
就算是过完了。许多在外工作的人
们又要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踏上了
返回工作城市的路程，火车站也迎来
了返程高峰。

今天上午，我在东候车室巡视时
注意到，安检处有一位老奶奶正在踮
着脚向候车室张望。我迅速来到老
人身边询问情况。“老奶奶，您坐哪趟
车？怎么不进候车室呢？”

这位老人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
我说：“姑娘，我是从龙口打车过来
的，今天来这里我有一件‘公事’和一

件‘私事’。这‘公事’呢，我今天是来
送儿子的，他是驻藏部队的连长，每
年只能回家一次，今天就要赶回部
队。我送到这里他就让我回去，而我
想再多看他一眼。还有一件‘私事’，
我今年 84 岁了，听说咱们的高铁又
快又稳，可是还没有体验过。今天想
趁着送我儿子，顺便坐高铁去趟威海
看看我儿媳妇，但是我不知道去哪能
买票？”

“老奶奶，您别着急，去威海得去
烟台南站坐车。走，我带您去买票。”
我搀扶着老人走向售票厅，买到票后

我告诉了她去烟台南站的路线。老
人拿到火车票后开心地出发了。

你在他乡保祖国平安，我在家乡
坐高铁览风景。这位老人的“公”与

“私”令我动容，将激励我更好地服务
旅客！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八旬老人的“公”与“私”
2017年2月15日 晴

烟台火车站客运值班站长 秦培玲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获悉：全国铁路返程客流持续高位
运行，2月15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10万
人次，增开旅客列车802列。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采取多种
措施方便旅客出行。西安铁路局在西安火车站
开辟务工团体进站“绿色通道”，设置“小候鸟候
车专区”，为外出务工人员乘车提供便利。广铁
集团开设学生票售票窗口 268 个，在 13 所高校
内设置自动售（取）票机27台，方便学生旅客购
票、取票。株洲火车站还通过微信公众号为学
生旅客提供行李搬运等预约服务。昆明铁路局
在罗平、曲靖、宣威等外出务工乘客集中的车站
设立专属候车区，安排专人为旅客提供进站引
导服务。

铁 路 返 程 客 流

持 续 高 位 运 行

◀ 春运期间，北京南站润秋服务组客运员和北京
高校的志愿者为旅客送上出行祝福。为更好地服务旅
客，今年春运期间，北京南站“润秋爱心服务区”进行扩建
升级，服务能力有了大幅提升，成为旅客心中的温馨港
湾。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 为应对
节后返程客流高
峰的到来，济南
铁路局及时加强
设 备 保 养 和 维
护，采取科技新
手段保安全，借
助“智慧”通信，
确保列车优良状
态运行。图为济
南通信段维修职
工正在车顶维修
保 养 CIR 车 载
设备天线。

王玉建摄

进出口检验检疫“一个平台、一次办结”——

厦门口岸实现100%“单一窗口”申报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近年来，陕西把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作为重大课题，在
中组部“凡提四必”基础上，对
换届提名人选进行“六必核”，
取得明显成效。

为贯彻中央要求，进一步
强化对人选质量的把关，陕西
增加了资格条件、职数配备两
项审核内容，要求实行“资格条
件、职数配备、有关事项、举报
反映、干部档案、廉政鉴定”的

“六必核”，“六必核”过关后才
能上会研究。2016 年县级换
届期间，渭南市严格落实中央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
意见》，共对涉及换届提名人选
261人进行“六必核”，占应核人
数的100%，实现全面覆盖。

在“六必核”工作中，渭南
市对权力比较集中、廉政风险
较大的重要岗位人选予以重点
关注，提前摸底，从一开始就把
不合格的人员挡在门外。所有
考察对象确定后，严格落实廉
政鉴定县（市、区）委书记和纪
委书记“双签字”制度，深入了
解2012年以来违规、违纪受处
分情况，广泛听取巡视、信访、
审计、行政执法、行业监管等部
门意见，与考察对象面对面了
解重要社会关系情况和婚姻变
化情况，对个人有关事项进行
当面核实。对反映考察对象的
有关问题考察组认真核查。最
终，3 人因资格条件审核取消
提名资格，1 人因干部档案审
核取消提名资格，1 人因群众
举报反映不再提名。

陕西省自上而下强化组织
监督，严守底线防止超配问题反
弹，做到个人事项报告凡提必核。严格实行“六必核”全程纪
实制度。对有“硬伤”的一律排除在外，对群众举报反映问题
没有查清的、疑点没有排除的，不得作为提名人选。

换届前任榆林市吴堡县人社局局长的慕建荣，在县区
换届中，原本通过民主推荐被列入县区换届新提名人选范
围。在考察过程中，通过廉政鉴定及进一步核实，了解到
其于2016年6月受到诫勉谈话。按照《关于组织人事部
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第十九
条规定：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本任期
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
重用。经研究决定，慕建荣因处于诫勉影响期内，未作为
此次县区换届新提名人选。

在换届中，陕西省对涉及换届的 4080 名人选，包括
全省县区党政正职、市级班子成员366人，以及市县“两代
表一委员”中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面核查个人有关事
项报告。对市县乡换届提名人选共 12995 人进行“六必
核”，其中134人因“六必核”不过关暂缓任用。

陕
西

：

实行

﹃
六必核

﹄
严把用人关

本报记者

雷

婷

“客运员真棒！”2 月 7 日，看着
大连火车站客运员热情帮助盲人旅客
温馨出行的场面，旅客们纷纷伸出大
拇指。

当天16时许，一位特殊的中年旅
客在候车大厅引起了客运员崔丽娜的
注意，只见该男子戴着墨镜，手里拿
着拐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行。看
他身边没有人陪同，崔丽娜立即跑上
前去主动打招呼，亲切地询问是否需
要提供帮助。

原来，这位旅客姓张，是一位盲
人，准备乘坐17时02分K549次列车
回齐齐哈尔老家，没有亲人陪护，行
动起来颇有不便。为防止出现意外，
崔丽娜将他小心搀扶到重点旅客座椅
上，细心照顾。

16 时 30 分，列车开始检票时，
崔丽娜通过“绿色通道”，将张先生
安全送上列车，并与列车长完成重点
旅客交接手续，同时嘱托乘务员一路
上照顾好这位特殊旅客。在得知上车

后也有人照顾时，张先生拉着崔丽娜
的手激动地说：“你就是我的眼睛，
谢谢你帮我了一个大忙⋯⋯”

崔丽娜助人为乐的行为，使许多
在场的旅客深受感动。大家纷纷拿出
手机拍照留下这一温馨瞬间，张先生
更是再三请求崔丽娜留下姓名，以后
好让家人表示感谢。面对此景，崔丽
娜婉言谢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让旅客平安出行，是我们最大的心
愿。”

让我做您出行的眼睛
本报记者 苏大鹏

2 月 14 日，在位于安徽铜陵长江段横港港区的东苑
码头改扩建项目现场，工人们在加紧施工。为落实国家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铜陵积极实施港口资源整合，加快
港口升级改造，激发港口发展活力。目前，该项目正在进
行水下打桩作业，预计 10 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实
现年吞吐量180万吨。 陈 磊摄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者吴佳佳从国家卫生计
生委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共有 16 个省份报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其中，1 月份报告病例 192 例，死亡
79 例。目前，我国 H7N9 病例增多，但疫情总体特点未
发生改变，防控救治工作正积极开展。

冬春季是H7N9及其他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专
家指出，去年入冬以来，由于受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全
球动物禽流感疫情呈高发态势，波及亚洲、欧洲、中东的
近40个国家和地区。我国H7N9疫情出现病例增多、分
布地区广、散发程度高等特点，病例多数散发在长三角和
珠三角地区。但疫情总体特点未发生改变，接触被感染
的禽或暴露于活禽经营市场是人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
现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尚不能造成人际间持续传播。

国家卫生计生委将进一步研究布置疫情防控工作，
强化属地责任，发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作用，推动源头控
制措施落实，要求发现病例以及外环境病毒检测阳性的
地区关闭活禽经营市场。浙江、江苏、安徽、广东等省份
一些城市和地区采取这一措施后，新增病例明显减少或
无新增病例出现；加强活禽向外地调运的管控，加强活禽
检疫和清洗、消杀等预防措施，积极推动疫情发生地研究
落实禁止活禽交易、推进家禽产业转型升级和实行冰鲜
禽类产品流通上市等长效措施。

据了解，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在强化疫情监测和风险
评估的同时，加强患者救治，完善诊疗方案，加大基层一
线医务人员的培训，加强病例筛查和早期诊断，努力实现
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全力减少重症病例发
生；调配医疗资源，保障医疗设施、药品和防护用品等供
应，加强重症救治，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死率。

专家预测，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内地仍将有H7N9散
发病例报告。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
将依法公布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及时回应公众关
切。目前，此疫情已从月发布临时调整为周发布。

我国正积极开展H7N9防控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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