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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办事权”激发基层组织活力
—— 多地探索农村治理体系新机制

北京春运更智能

全国台联发信慰问台湾地震受灾乡亲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赵 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7日中午发表慰

问信，向台湾花莲地震受灾乡亲表达关切

和慰问。

慰问信说：“台湾的父老乡亲们：连日

来，我们通过媒体，了解到台湾花莲附近海

域连续发生有感地震，6日深夜更是发生

6.5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作为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乡亲，对于你

们所处困境，我们感同身受、深表同情，正

在密切关注救灾进展。”

信里说，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

人。在此，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谨代

表大陆台胞，向遭受灾害的台湾乡亲表示

诚挚慰问，对不幸罹难的乡亲致以深切

悼念。

“我们衷心祝愿台湾家乡的地震救援

和灾后重建进展顺利，我们愿竭尽所能提

供一切帮助。希望两岸同胞团结一心、携

手相助、共渡难关。”

三江源生态不断趋好
新华社西宁2月7日电（记者 李亚光

黄 涵）记者从青海省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

室获悉，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

实施4年来，国家在这一地区的生态治理

投入接近100亿元。最新监测结果显示，

当地生态状况正不断向好。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及水源涵养

地。上世纪末，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

素致当地生态逐步恶化。2005年，我国

启动为期9年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

一期工程，累计投入资金76.5亿元，初步

遏制了这一地区的生态退化趋势。2014

年 1月，投入更高、标准更严格的二期工

程接续启动，生态恢复治理面积达到39.5

万平方公里。

青海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晓南介绍，三

江源生态保护二期工程实施至今，4年来国

家累计投入97.11亿元，已完成规划总投资

的60.5%。通过推进人工草补播、草原有

害生物防控等一系列措施，这一地区的草

原退化速度有所减缓，水源涵养功能明显

提升，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

最新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二期工程实

施4年来，当地灌木林平均覆盖度增加了

0.21%，平均高度增加了0.82厘米；沙化土

地植被盖度由33.36%提高到39.4%，湿地

植被盖度增长了4.67%。

据了解，4年来，通过推广实施生态畜

牧业、生态旅游业、生态补偿等政策，三江

源地区农牧民在积极禁牧减畜的同时，生

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均纯收

入 已 超 过 7300 元 ，较 2013 年 增 长

34.97%。随着生态环境向好，当地生物多

样性也在逐年增加，一度踪迹难觅的欧亚

水獭等珍稀野生动物于近期开始现身。

青海叫停“校讯通”类变相收费业务
新华社西宁2月7日电（记者 王大千

张大川）记者日前从青海省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获悉，该省已全面叫停“校讯

通”类变相收费业务，每年将至少减轻学生

家长经济负担1000万元。

近期，国务院督查办接到举报，反映

青海省部分学校强制或变相强制要求学

生家长办理“校讯通”（后更名为“和教

育”）、“翼校通”“沃校通”等业务，每月收

费10元，给学生和家长造成不必要的经

济负担。

青海省价监局调查发现，“校讯通”类

业务起初对加强家校联系、促进信息沟通

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如今家长

和老师均反映其主要功能“家校互动”已被

其它免费软件如微信、QQ等代替，绝大多

数家长“被自愿”接受。调查显示，相关业

务涉嫌存在行政垄断、商业贿赂、违规收费

等违法行为。

据介绍，青海省教育厅已责令全省学

校立即停止“校讯通”类变相收费业务。此

前，青海省“校讯通”类业务用户已达10万

余人，叫停此类业务每年将至少减轻学生

家长经济负担1000万元。

文化外宣平台“中国文化视窗”上线

“中俄欢乐大马戏”开启跨年盛宴

《深入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精神》出版

运载火箭带跑车飞向火星
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记者 周舟

林小春）现役世界最强大运载火箭“猎鹰重

型”6日成功发射，在约10万人的现场“围

观”下，携带着一辆红色特斯拉电动跑车飞

往火星。这种火箭推力大、可回收，被认为

将重塑重型运载火箭行业的游戏规则。

当地时间15时45分（北京时间7日4

时45分），“猎鹰重型”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

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台腾空而起，拖着

熊熊尾焰直入蓝天。1969年，“土星5号”

火箭正是从这座发射台升空，首次将人类送

往月球。

“猎鹰重型”由美国私企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研发，第一级由3枚“猎鹰9”的一级火

箭捆绑而成。发射约8分钟后，它两侧的助

推器同时在发射场附近陆地回收成功，但中

间的火箭芯级落入海中，没能按计划降在回

收船上。

目前，火箭第二级正飞向地球与火星间

的椭圆形绕日轨道。

“猎鹰重型”携带了一辆红色特斯拉跑

车，车上播放1969年登月那年戴维·鲍伊演

唱的经典歌曲《太空怪人》。跑车里有一个

身着黑白色太空服的假人，仪表盘上用英文

写着“别惊慌”，而车辆电路板上印着“由人

类在地球制造”。

“真是看起来太假了。”在发射成功后的

记者会上谈到“跑车上天”时，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说：“也许有一天外

星人会发现这辆车，这些家伙们会怎么想

呢？”

“猎鹰重型”一级共有27个发动机，是

“土星5号”登月火箭以来发射能力最强的

运载火箭。由于技术难度高、风险大，马斯

克此前曾经多次表示，“猎鹰重型”第一次发

射可能爆炸，并称火箭只要不在发射台上爆

炸就意味着成功。

“猎鹰重型”也是一款可重复使用的运

载火箭，可将约64吨有效载荷（相当于一架

满载的波音737飞机）送入近地轨道，发射

能力是现役排第二的“德尔塔4”重型火箭

约两倍，而发射成本只有后者约三分之一。

火箭从一开始就按照载人标准设计，有潜力

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甚至火星。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经地面和太空

望远镜的联合观测，天文学家5日宣布，在

距离地球约40光年的“特拉普派－1”星系

一些行星上发现了生命存在所必需的水。

“特拉普派－1”星系由7颗行星和1颗

矮星组成，星系所处区域相当于太阳系的

“后院”。由美国和瑞士等国天文学家组成

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特拉普派－1”星系

的7颗行星主要由岩石组成，一些行星多达

5％的质量是水。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肖罗娜

高洁）历经半年全面改版的中国文化视窗

网络台近日全新上线。新版的中国文化视

窗网络台开设文化头条、时代人物、国学讲

堂、文商故事、艺术世界、多彩中华、少年中

国、文化优品等12个频道。

据介绍，中国文化视窗融汇我国56个

民族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价值观念，通

过现代视听技术的运用，结合‘互联网＋’

的聚集传输功能，实现“感知中华文明、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汇聚中国力

量”。

中国文化视窗先后推出《全球女性》

《青年力量》《书画百杰》《中裔雅集》《小小

朗读者》等栏目，并连续三年举办“中国文

化大拜年”系列活动，受众高达千万人次。

据悉，“2018年中国文化大拜年”系列

活动启动在即。中国文化视窗网络台总编

辑毕菲介绍说，“中国文化大拜年”是实施

“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的重要举措，今

年推出的百城文化大庙会、新时代文化走

基层、百城春晚嘉年华、文化优品年货展，

将以各民族的文化资源为基础，落地百城

镇，惠民送祝福，展现新气象。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深入学习十

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一书已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新华社记者 宋晓东 姜 刚 侯文坤

不用出村，2分钟就办完了二孩生育证

手续，26岁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贾

曼曼不禁感慨，“现在办事可真方便！”。贾

曼曼享受到的方便源自小岗村便民服务中

心。随着当地农村治理改革的推进，“办事

权”下放，140多项行政手续能在村便民服

务中心办理，不仅方便了群众办事，也激发

了基层组织活力。

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能力不断强化提

升，但农民办事麻烦、费时费力，农民与村级

组织间互动性减弱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村治

理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记者在安徽、河

南、湖北等多地采访发现，下放“办事权”，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办事，成为不少地区探索农

村治理的突破口，不仅方便了群众，增加了

百姓对村级组织的黏性，也有效提升了基层

治理能力。

安徽小岗村便民服务中心成立于2013

年，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

服务、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并及时回复，审

批事项承诺时间比法定时间提速50％以

上，代办事项资料齐全的在2个工作日内上

报，能当场办理的服务事项实行即办制。目

前，便民服务中心已进驻事项140余项，日

平均办理办结各类村民事项8件以上，绝大

多数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政事项都能

在服务中心办结。

走进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道李桥村

的便民服务中心，虽然地方不大，但俨然是

一个门类齐全的“政务服务大厅”，劳动保

障、社会救助、农业服务、计生、党群服务等

几个窗口分类有序，基本囊括了村民日常需

办理的事项。“群众动动嘴，干部来动手，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李桥村党支部书

记李全锋说。黄陂区通过向乡镇、村一级简

政放权，实现了服务下沉，打通了联系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群众在家门口办得了

事、办得成事，解决了农村群众办事难、办事

贵、办事烦的问题，村委会的职能也实现了

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下放“办事权”不仅引导干部工作方式

和工作思维发生改变，也搭建起了一个社会

治理的新平台。为了更好地推进“办事权”

下放，河南省邓州市搭建了一个覆盖各个行

政职能部门信息资源的“农村大数据”网络，

对全市626个村（社区）、6125个网格人口

数据采集，共采集人口数据174万多条、各

类社会组织信息 2252 条、社会部件信息

21.6万条，实现了市、乡、村三级联网，这成

为基层政府服务群众的一个新平台。

去年7月，邓州市将升学报名系统接入大

数据平台后，全市所有中小学入学报名、招生

都在平台上阳光进行，解决了入学难、“走后门”

的问题。根据规划，未来邓州市还将利用这一

大数据系统，提供农产品销售、医疗救助等各

项服务，农村大数据系统将成为嵌入群众生产

生活的新平台，政府开展基层治理的新渠道。

“农村大数据系统平台的建立，不仅为基层治

理创新搭建了平台，也成为未来为群众提供经

济发展、生活服务的重要载体。”邓州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张有印说。

邓州市委书记吴刚表示，下放“办事权”既

深化了简政放权改革，也优化了基层政府服务

能力，切实满足了群众的办事需求，激发了基

层组织活力，密切了干群关系，夯实了基层堡

垒，是农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

新华社济南2月7日电（记者 闫祥岭）

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蒙古、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的60多名演员7日在济南开启

“中俄欢乐大马戏”跨年盛宴，活动将持续

到3月15日。

本次“中俄欢乐大马戏”活动由山东省

杂技团联合佰艺文化公司共同举办。山东

省杂技团与俄罗斯大马戏团的演员，将在

每场90分钟的演出中，为广大观众带来一

个个惊险刺激、爆笑连连的马戏节目。

据介绍，本次“中俄欢乐大马戏”活动

亮点繁多，汇聚有国际马戏金奖节目，整合

了山东省演出公司的市场优势，保证了演

出的惠民特性。

新华社北京2月 7日电（记者 丁 静）

“指尖上购票、验票”近日在北京各火车站进

一步推广，自助验票通道、微信查询信息等

智能手段也助力春运，为旅客提供了更加快

捷、智能的春运体验。

记者在北京西站北广场看到，通过自助

验票通道进站的人络绎不绝。整个过程大

约需要3至5秒，分为四个步骤：将车票蓝

色面向上，票面二维码向前；把身份证件放

在车票下方，叠在一起放进验票闸机；站在

黄色地标线前方，面向闸机露出笑脸；看到

绿灯亮时即为可通过。

“自助验票需要人、票、证相符。为了帮

助不熟悉的乘客，我们在进站口外和验票闸

机上设置了演示视频，还有工作人员随时提

供帮助。”北京西站新闻科科长宋婷婷说，随

着自助验票手段的推广，旅客进站效率会进

一步提高，减轻车站在大客流高峰时的验票

压力。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春运期间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增加

了32条自助实名制核验通道，压缩旅客自

助核验通过时间。

北京站研究发现，大量旅客抵达车站

后，最常询问工作人员的有两个问题：一是

在哪里候车？二是如何联系轮椅、小红帽托

运等服务。为了方便乘客，北京站推出了手

机微信“摇一摇”查询服务。

记者体验发现，在北京站打开手机蓝

牙功能，通过微信“摇一摇”便能打开一个

服务页面，可进行候车室导航、正晚点查

询、遗失物品查找、呼叫轮椅服务和“小红

帽”搬运等。点击候车室导航，软件会自

动生成一条最优路径，指示乘客找到候

车室。

“下载App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不仅

操作麻烦还占用乘客流量，实用性不强。‘摇

一摇’这种方式操作简单、不占用手机资源，

乘客离开车站就可结束服务。”北京站宣传

科科长马建福说。

太阳系“后院”发现水的存在

新华社杭州2月7日电（记者 方问禹）

“评上高级职称，是政府对我们能力的认可，

也在鼓励我们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乡亲

发展。”从事蜜蜂养殖和研究34年并获61

项专利的浙江长兴农民邱汝民，获评高级畜

牧师后激动地对记者说，他还要把多年积累

的养蜂技术、育种技术、生产技术编成一本

书传承开来。

记者7日从浙江省农业厅获悉，经浙江

省农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像邱汝民

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共43人分别获评高级

农艺师、高级畜牧师、高级工程师等。同时，

杭州市也评审通过了6位新型职业农民获

评高级职称。省市两级共49位新型农民获

评高级职称。

记者了解到，这是浙江省首次把面向事

业单位技术人员的职称评价体系适用于新

型职业农民。

数据显示，近年来，浙江省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发育充分，在现有的种养大户、家庭

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中，已通过

职业技能鉴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达16万人。

浙江省农业厅人事处处长陈良伟说，浙江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不断壮大，但以往均是以生

产类、单项技能评价为主，与事业单位人才评

价体系不衔接，影响了新型经营主体对人才的

吸引、评价和使用，也使国家人才政策在农业

领域实施中缺乏针对性、精准性。

为加快推进农业人才职称制度改革。2017

年7月，浙江省农业厅会同浙江省人力社保厅

下发通知，提出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

系等制约，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

的评审范围，评审并轨、证书统一。

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实际情况，浙江实施

“差异把握、分类评价”的评审标准，弱化论

文、突出技能技术。比如“浙江农业之最”创

造者或主要技术指导者、“浙江省职业技能

大赛优秀选手”等，可直接破格申报；专题报

告、发展规划、技术方案、试验报告等，经有

关部门认可采纳的可视同论文。

评审还十分注重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

尤其注重向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带动农民就

业增收好的申报对象倾斜，充分体现“论文

写在大地上”的实践和作为。

浙江49位新型农民获评高级职称

2月7日，志愿者在平昌冬奥会“中

国之家”合影。

当日，平昌冬奥会“中国之家”在韩

国江陵市开馆。这是“中国之家”继在温

哥华、新加坡、伦敦、索契、南京、里约热

内卢等重要奥运赛事举办地后，首次将

中国奥运文化带到近邻韩国。平昌“中

国之家”为四层独立建筑，总面积近2000

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