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会议，部
署2018年工作。针对民生关切，记者梳
理了多个领域的新举措。

【环保】
跨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污染

推进垃圾分类
环保部将持续推进散煤和机动车

污染治理； 稳步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加大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力度；进一
步完善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稳步推进成渝、东
北、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其他跨区域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此外，住建部将推进46个重点城市
形成若干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实现“三
个全覆盖”， 即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
责任全覆盖， 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全覆
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
理系统全覆盖。

【医疗】
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

预约时段精准到“小时”
卫生计生委2018年将推动三级医

院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服务比例，推行
分时段预约诊疗和集中预约检查检验，
预约时段精确到1小时； 全国所有医联
体实现远程医疗全覆盖。

【教育】
多方努力解决入园难

建立曝光制度惩戒失德教师
为缓解入园难问题， 将在大力发展

公办园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扶持民办园提
供普惠性服务，大力支持农村地区、脱贫
攻坚地区、城乡接合部和两孩政策新增人
口集中地区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教育部表示，将进一步扩大高考改
革试点，增加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个
省份。建立师德失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
报制度，营造风清气正教育行风。

【住房保障】
增加公租房供给

部分群体优先保障
住建部表示，2018年将全力做好公

租房工作，增加公租房实物供给，持续提
升公租房保障能力，优先保障环卫、公交
等行业困难群体， 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
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青年医生、青
年教师等纳入保障范围，对低保、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要实现应保尽保。

【就业创业】
关注青年群体就业

继续深化公务员、事业单位改革
人社部表示，将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群体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进一步加
快公务员分类改革，实施职务与职级并行
制度，协同推进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
公务员分类管理；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改革，抓紧研究并推出县以下事业单位管
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试点方案等。

【扶贫】
减贫超过1000万人

对部分无法脱贫家庭实行兜底保障
国务院扶贫办表示，2018年还将减贫

超过1000万人，预计有100个左右贫困县宣
布脱贫摘帽。民政部将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对无法依靠产业
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兜底保障。

【社保落户】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放宽城市户籍准入
人社部表示，将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
保险制度；深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
用直接结算工作；继续延长一年阶段性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放宽城市户籍准
入条件和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地。

【养老】
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补贴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群体

民政部将继续开展全国养老院服务质
量建设专项行动。 制定养老机构等级划分
和评定标准， 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探索建立老年人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 推动省级层面全面建立
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

【收入】
国企负责人薪酬仍然要改

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人社部将尽快出台实施国有企业工

资决定机制改革意见， 深化国有企业负
责人薪酬制度改革， 开展薪酬分配差异
化改革试点， 稳慎把握最低工资标准的
调整频率和幅度； 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
度改革试点， 研究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
当人员工资调查比较制度。

【食品安全】
“史上最严格”婴幼儿乳粉配方

管理办法生效
201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将依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管理办法》等规范，继续加强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监管和检查， 在年内完成对全
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
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工作。

【网络通讯】
宽带网络实现城乡全面覆盖

专项行动打击网络传销、电信诈骗
工信部表示， 将实现高速光纤宽带

网络城乡全面覆盖，实现4G网络覆盖和
速率进一步提升。此外，公安部将集中组
织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客攻
击、网络黑产等网络违法犯罪。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 � � � 2月8日， 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循环赛
中，中国队以8比7战胜韩国队。图为中国队
选手巴德鑫（右）与王芮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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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日前， 中央纪
委对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
行公开曝光。这8起典型问题是：

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君等人
接受管理服务企业宴请、 收受礼品问题。
2016年7月17日至24日， 经国家邮政局党组
批准， 刘君作为负责邮政市场监管工作的副
局长，率团一行4人赴加拿大、美国访问。7月
19日晚， 刘君等4人在美国波士顿接受了国
内某快递有限公司安排的宴请， 人均餐费折
合人民币1413.29元；7月20日晚， 刘君等4人
分别收受了国内某货运有限公司所送的1块
运动手表， 购买价格折合人民币1057.29元。
刘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所得被收
缴，本人作了深刻检查反省。对其他人员的处
理，正在按程序办理。

公安部办公厅统计处原副处长彭科接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 违规
出入私人会所等问题。2016年春节期间，彭
科接受上海某信息科技企业安排， 携带家属
赴海南三亚旅游， 费用1.2万元由该企业支
付。2017年4月，彭科接受某私营企业管理人
员张某邀请， 携带家属到北京某私人会所用
餐，消费1200元由张某支付。因彭科还存在
其他违纪问题，彭科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

撤职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原党组

成员、 总经济师郑灵借调研之机公款旅游问
题。2016年8月10日至16日，郑灵借赴新疆调
研之机， 带领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有关人员到景区旅游， 用公款报销费用
37131元。此外，郑灵违反规定领取差旅补贴
1000元。郑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
免职，违纪所得被收缴。

重庆市綦江区农委副主任张在彬等人
工作日午间违规饮酒、 篆塘镇党委副书记吴
高强等人违规公务接待问题。2017年1月4日
上午，张在彬、綦江区农经站站长张正有一行
4人到篆塘镇开展工作。中午，该镇副镇长黎
春等人陪同用餐并饮酒， 违反重庆市有关规
定。当晚，吴高强等人接待张在彬一行，超标
准安排陪餐人员。 张在彬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吴高强、黎春、张正有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其他人员受到相应处理，用餐费用由
参与用餐人员承担。

山西省武乡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
主任郝炳宏借其子结婚之机敛财问题。2017
年8月6日、12日、13日， 郝炳宏借其子结婚之
机， 在家中违规收受157名下属及管理服务
对象礼金共计9.1万元。郝炳宏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并被免职，退还违规收受礼金。
云南省姚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等人

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17年1月25日，吴东组织
县委宣传部13名干部职工， 并邀请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晓东及其他单位人员4人在春节
前聚餐，用公款支付餐费1090元。就餐期间，吴
东在一名同志告知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依然强
行劝酒，后该同志到医院就诊，造成不良影响。
吴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周晓东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参加就餐人员退赔餐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办公室
原主任赵啸红等人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
酒问题。2017年1月至6月， 赵啸红未向分行
领导报告，安排办公室用公款违规购买了32
瓶高档白酒用于相关部门业务接待。2017年
8月，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党组部署的排查整
治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工作中， 浙江省分
行办公室弄虚作假， 隐瞒了违规购买消费高
档白酒的问题。分行党委、纪委未认真审核把
关，上报了自查结果。赵啸红还存在向组织提
供虚假情况等问题。 赵啸红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免职；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马洪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行
纪委书记陈雪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购
买使用高档白酒的相关费用， 由分行各使用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承担。
辽宁省大连市自来水集团管网探测有

限公司董事长夏军借出差之机旅游等问题。
2017年8月31日，夏军等2人赴甘肃兰州参加
全国城建培训中心举办的供水管网相关业务
培训班， 培训时间为8月31日至9月3日。9月2
日，夏军等2人擅自提前离开培训班，赴张掖、
嘉峪关、敦煌、西安等地旅游，共4天（9月5日
下午返回大连）。 此外，2017年10月17日，夏
军安排购买面值300元的预付卡25张， 以职
工福利名义发放给职工， 该笔费用在公司财
务账目列支。夏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2018年春节
将至， 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反对歪风邪气，带头
弘扬优良作风， 在清正廉洁过年过节上发挥
“头雁效应”， 以上率下带动其他党员干部切
实转变过节风气。 纪检监察机关要采取扎实
措施，紧盯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礼送礼、公
车私用、公款旅游、滥发钱物、接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节日
期间易发的具体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发
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持续保持纠正“四风”工作高压态势，营造风
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 � � � � 据新华社花莲2月8日电 截至8日上午11时，
已有4名大陆游客在台湾花莲地震中遇难。负责搜救
的现场指挥人员说，倒塌的云门翠堤大楼中还发现5
名大陆游客被困。

据了解，4名遇难大陆游客中， 其中一名来自福
建的女性游客地震后送花莲慈济医院，于7日晚宣告
不治； 另三名大陆女游客被发现在倾斜倒塌的云门
翠堤大楼二楼漂亮生活旅社205房间内遇难。

现场搜救指挥、 台北消防局特搜队副队长刘奎
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 救援人员正重点搜查漂
亮生活旅社203、205房间，除昨晚已在205房间发现
三名大陆游客遗体， 目前已确认203房间内四大一
小五名受困人员是大陆游客，但由于现场挤压严重，
救援人员无法进入，只能从三楼破坏楼板进入。

截至8日早8时，台湾花莲6.5级地震遇难人数增
至9人，266人受伤，失联62人。

台湾花莲地震后续

4名大陆游客遇难
另有5名被困

中国雪上技巧健儿“打头阵”

� � � � 据新华社平昌2月8日电 （记者 徐征
周凯 ）2018年平昌冬奥会将于9日拉开大
幕。 在开幕式之前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的
女子比赛将率先开战。 这将是中国雪上项
目健儿们首次亮相平昌冬奥会。

中国队将参加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女
子单人赛的选手是20岁的王金和17岁的关
子妍。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中国队在这
个项目上取得了突破。宁琴成为首位参加该
项目的中国运动员， 并且一举闯入了决赛。
不过由于伤病原因，宁琴未能来到平昌。

在四年前的索契， 来自加拿大的姐妹
杜佛-拉普安特·贾斯汀和杜佛-拉普安
特·克洛尔分别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和
亚军，这次她们也携手来到平昌。除了杜佛
-拉普安特姐妹之外， 在这个项目上还有
出道之后进步神速的奥地利选手考科斯·
布里特妮， 上个赛季她在世界锦标赛上一
举夺冠， 同时也成为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
的大热门。此外，法国小将拉丰特·皮埃尔
也是夺冠热门人选。

面对激烈的竞争， 中国队的主要目标
还是放在了四年之后的北京。 雪上技巧主
教练斯科特表示， 对于两位只有五年滑雪
经历的中国选手来说， 能够参加冬奥会就
已经是成功， 希望队友们能够享受这样的
经历，为北京冬奥会做好准备。

2018年中央各部委
开出怎样的民生清单

八大类18项民生
纳入央地共同财事范围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一揽子亮出义务教育、 学生资
助、基本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基
本卫生计生、基本生活救助、基本住房保障等八大类
18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改革举措。

《方案》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财政事
权划分由中央决定，坚持保障标准合理适度，坚持差
别化分担，坚持积极稳妥推进，力争到2020年，逐步
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方案》明确，一是将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
出责任、 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的义务
教育、 学生资助、 基本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事
项，列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二是制定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国家基础标准。 参照现行财政保障
或中央补助标准，制定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免费
提供教科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补助等9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国家基
础标准。 三是规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
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 主要实行中央与
地方按比例分担。 四是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设立共
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移支付， 对共同财政事权基
本公共服务事项予以优先保障。

《方案》要求，加快推进省以下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明确部门管理职责，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预算
管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大数据平台建设，强化监督
检查和绩效管理。《方案》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国办印发《改革方案》

平昌冬奥会
今日开幕

佛山地铁施工路段地面塌陷

� � � � 据新华社广州2月8日电 7日晚8时40分左右，广
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一环桥底东往西方向路
面发生塌陷。据初步核查，事故现场8人无生命体征，
3人失联，9人获救送往医院抢救，无生命危险。

据佛山市交通运输局通报， 这一路段是佛山地
铁2号线禅城南庄段的绿岛湖至湖涌盾构区间工地。
救援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8人死亡3人失联

� � � � 2月8日是农历腊月廿三，我国民间俗称的“小年”，
K357次列车上旅客与铁路工作人员一起联欢。

新华社发

车厢里过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