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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

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 6日在京召开。国务院

副总理、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

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农民工工作取得更大

成就。

胡春华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

先进集体表示祝贺。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农

民工就业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劳动权益得到有效

保障，农民工市民化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刚刚过

去的 2020 年，农民工工作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峻冲击，为促进农民增收、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了重要贡献。

胡春华强调，做好农民工工作对于稳定就业大

局、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城镇

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加强

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引

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民工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谋划制定目标任务和务实举

措。广大农民工要向先进榜样学习，奋发有为、担

当奉献，更好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 994 位优秀农民工和 100 个农民工工作先

进集体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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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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

一个号码服务企业和群众为目标，推

动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优化，

进一步畅通政府与企业和群众互动渠

道，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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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坚持属地管理和

部门指导相统筹、诉求受理和业务办

理相衔接、便民高效和专业支撑相结

合、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相促进。《意

见》确定了三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加快各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归并。明确热线归并方式。企业和群众

拨打频率较低的热线，取消号码，统一

归并到 12345 热线。话务量大、社会知

晓度高的热线，保留号码，与 12345 热

线双号并行。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

部门在各地区设立的热线，以分中心

形式归并到 12345热线，建立电话转接

机制。充分发挥各地区在热线归并和

管理服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要求各

地区分级分类推进热线归并，国务院

有关部门加强指导支持，确保热线归

并平稳过渡，热线服务水平不降低，业

务有序办理。

二是优化 12345热线运行机制。建

立健全热线工作管理体系，明确 12345

热线管理机构和受理范围。优化工作

流程，建立诉求分级分类办理机制。建

立统一的信息共享规则，强化信息安

全保障，推进各级 12345热线平台向同

级有关部门实时推送所需的全量数

据。建立热线工作督办问责机制，加强

综合评价，压实诉求办理单位责任。

三是加强 12345热线能力建设。做

好热线接通能力保障建设，拓展受理

渠道，加强热线知识库建设应用和队

伍建设。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对照地方 12345热线

归并清单细化工作步骤，确保按期完

成热线归并任务。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

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成
欣、马卓言）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日

签署行政令，禁止与包括支付宝、微信

支付在内的 8 个中国软件应用程序相关

的交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6 日表

示，这是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

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外国企业的霸

凌霸道霸权行径的又一例证，损人不

利己。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

说，有关措施当然会对中国相关企业产

生一些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将损害美国

消费者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美方做法

给世人提供了一份生动教材，让大家看

到美方嘴上讲着自由市场经济和公平竞

争，但实际是怎么做的。

她说，中方注意到美方声称禁止支

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理由是“保护美国公

民的隐私和数据安全”。但事实是，美国

一直是地球上最大的“黑客帝国”，运用

其强大的技术能力，无孔不入、无处不

在地监控本国人民，监听世界各国人

民，窃取各种数据，其盟友也不能幸

免。美方手段包括在应用程序中设置

“后门”，胁迫电信运营商，这从早已曝

光的“脏盒”“棱镜门”“怒角计划”中

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美方一边无差别地实施全球监控窃

密，另一方面毫无根据地指责其他国

家，这好比一个江洋大盗一边肆无忌惮

地行窃，另一边嚷嚷着要保护自己免于

被盗，这是多么虚伪可笑！”她说。

华春莹表示，科学技术发展应该是

一种向善的力量，应该服务于全人类的

进步和福祉，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

更不应成为政治操弄的工具。美方对中

国领先技术草木皆兵，甚至将科技本身

意识形态化、武器化，这一方面是美方

自己内心镜像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显示

出现在的美国极度不自信。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

和公平竞争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

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在美投

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

的营商环境。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举措

维 护 中 国 企 业 的 正 当 、 合 法 权 益 。”

她说。

外交部回应美禁止与8款中国应用程序相关交易

霸凌霸道霸权的又一例证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为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

述精神，深入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讲好中国应急管理故事，在

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应急管理事业改

革发展的浓厚氛围，1 月 6 日，中央宣

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 2020 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先进事迹。

陈陆、陈建、孔特特、吴迪、刘小

术、朱学忠、伍袁志等 7名个人和福建

省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

河北省地震局红山基准台、河南省兰考

县应急管理局 3个集体获得 2020年“最

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称号。他们有的在

防汛救灾一线闻“汛”即动、向险而

行，为搜救遇险群众不幸壮烈牺牲；有

的奋战在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

线，出色完成应急值守、转运病人、搬

运物资、洗消杀毒、救援保障等繁重任

务，为打赢疫情防控湖北保卫战贡献力

量；有的坚守雪域高原林海，守护绿水

青山，用无悔青春丈量理想信念“高海

拔”；有的矢志技术革新，成功破解旧

装备发挥新作用、新装备形成战斗力现

实课题；有的在煤矿安全监察一线矢志

奉献，秉承“多去煤矿多下井，遏制事

故靠践行”的信念，把责任扛在肩上，

把担当写在岗位上；有的立足本职当好

“执法员”“指战员”“服务员”，应在难

处急在平时，注重打通安全生产和应急

管理“最后一公里”；有的 30年如一日

护卫“八闽第一旗”，守护著名历史文

化街区 30 年未发生重大火情，竭诚为

民勇于担当奉献；有的默默扎根于荒野

僻壤，在探索防震抗震规律的艰辛道路

上，谱写出一曲曲昂扬向上的进行曲；

有的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夯实基

层基础，筑牢“防灾堤坝”，守护“焦

桐”下的平安。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 10 个“最美

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并从

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和

人生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

责同志为获奖代表颁发“最美应急管理

工作者”证书。

中 央 宣 传 部 、应 急 管 理 部 联 合 发 布

2020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

1月5日，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犁桥村渔民正在养鱼塘捕鱼。随着元旦春节市场淡水鱼走俏，

犁桥村养鱼户纷纷拉网捕鱼，满足市场需求。大大小小的鱼塘到处洋溢着人欢鱼跃庆丰收的喜悦。

过仕宁摄（中经视觉）

本报上海讯（记者沈则瑾）
1月 4日晚，上海发布《关于全面推

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

上海将整体性转变，推动“经济、生

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全方位

赋能，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

本框架；革命性重塑，引导全社会

共建共治共享数字城市。

在经济层面，上海将加快推动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放大数

字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做优做强

城市核心功能；在生活方面，上海

将打造智能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

务体系，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等各

类信息系统的业务协同、数据联

动，提高城市生活品质；在治理方

面，上海将打造科学化、精细化、

智能化的超大城市“数治”新范式，

提高现代化治理效能。

根据《意见》，到 2025 年，上海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将取得

显著成效，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形成

基本框架。到 2035年，上海将建成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本报深圳讯（记者杨阳腾）随

着我国进出口持续保持增长势头，

2020 年深圳西部港区刷新集装箱

吞吐量历史纪录，完成进出口（外

贸）集装箱 1111万标箱，同比增长

2.8%；内外贸整体集装箱吞吐量达

1184 万标箱，同比增长 3.6%。据

悉，这是继 2019 年吞吐量首次突

破千万标箱后再创新高。

西部港区是华南地区重要的

远洋船舶进港航道，能容纳超大

型船舶停靠。2020 年，蛇口海关按

照“一船一策”制定护航计划，严

格实行“闭环管理”，成功护航“沈

括”号、“海洋地质九号”等多艘科

考船顺利“回家”，保障中海油工

程船顺利入境，确保年产值 20 亿

元、原油产量 88 万吨的流花油田

按期投产，为外贸迅速回暖营造

一流口岸环境。

深圳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创新高

（上接第一版）

2021年，我们将重点从 8个方面全

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一是研究制定城镇体系建设方案，

构建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主

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镇格局。二是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

完善工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

度，优化城市布局，提升人居环境质

量。三是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

风貌。四是加快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

善、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区。五是加

快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

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六是全

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七是统筹城

市防洪排涝，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八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

记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如何助

力乡村建设？

王蒙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按照

中央部署要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一是全面开展乡村建设评价工

作，深入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补

齐短板。二是着力提高农房品质。深入

开展新型农房建设试点，推广装配式钢

结构等农房建设方式。以推广水冲式厕

所为重点，完善农房功能，提升农房现

代化水平。三是加大农村污水垃圾治理

力度，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四是加

强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提高县城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以

县域为单元统筹城乡的发展体系、服务

体系、治理体系。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记者安
蓓）记者 6 日了解到，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5 部门关于

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

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

确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不

同名目的各种不合规收费项目。

意见全面部署清理规范城镇供水

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等工作。明确

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

不得由用户承担建设项目建筑区划红

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新建商品房、保

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

安装费用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

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

意见明确，要加快完善价格形成

机制，建立健全以“准许成本＋合理收

益”为核心的约束和激励相结合的定

价机制，在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合

理制定并动态调整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价格。要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为，

对确需保留的少数收费项目实行清单

管理，对其中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项

目，制定完善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对

实行市场调节的价格或收费，严格规

范经营者收费行为。

意见强调，要提升服务水平，健全

行业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加快

完善行业服务质量规范和评价体系，

建立健全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要改

善发展环境，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加快放开经营服

务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推动

形成公平开放、竞争有序、行为规范的

市场环境。

根据意见，到 2025年，清理规范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

效，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基

本建立，政府投入机制进一步健全，相关

行业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法、价格行为

和服务规范全面覆盖，水电气暖等产品

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不会对水电

气暖价格造成大的影响，有利于减轻

水电气暖用户负担。

新华社北京 1月 7日电（记者于佳
欣）针对美国拟对 8款中国软件应用程序

相关企业施加交易禁令，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 6日就此发表谈话，称中方坚决反对美

方的错误行为，将坚决支持企业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要求禁止美国人与支付宝、腾讯 QQ、微

信支付等 8 款中国软件的开发者或控制

者进行交易。

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

此次以保护隐私和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将

禁止美国人与 8 款中国应用程序相关企

业进行交易。“这一做法背离公平竞争原

则，违反国际经贸规则，破坏正常的市

场秩序，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也伤

害了包括美国用户在内的广大消费者利

益，将削弱全球投资者对美国营商环境

的信心。”

发言人说，美方行政令涉及的 8款应

用程序，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疫情期间，这些应用程序为人们提供非

接触式支付选择，便利人们相互交流，

提高居家办公效率，降低社会经济成

本。“美方针对这 8款应用程序采取限制

措施，不利于疫情防控，不利于经济复

苏，是不明智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错

误行为，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应用程序的

无理打压，停止限制中国产品和服务在美

国的正常使用。

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将坚决支持企业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也保留采取必要措施

的权利。

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应用程序无理打压

坚决支持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5部门发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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