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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承诺：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推进教育公平。

落实：教育部 9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
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推
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初中毕业、高中招生

“两考合一”，实现一考多用，避免多次考试。大
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项目，取消体育、艺术等
学生加分项目。

从 2016 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普通高中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非建档立卡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的学杂费。

出台《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大纲》，9 门学科中，除了英语和思想政治
内容不变外，其他 7 门学科的考试内容都有所
调整，合理设置必考内容与选考内容，满足高校
人才选拔要求，契合课程标准的修订方向。

【医疗】

承诺：放开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进一步健全
全民医保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

追踪：我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固定在 95%以
上，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已扩至 200 个，药品供应保障
体系进一步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
成机制逐步建立，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
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县开展了基
层首诊试点，县域内就诊率达八成以上。

【就业】

承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6 年城镇新
增就业 1000 万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4.5%以
内。

追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
李忠说，1 月至 9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67 万
人，提前完成全年 1000 万人的目标任务。三季
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4%，低于年度
调控目标。

【居住】
承诺：在巩固房地产市场向好态势基础上，

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的住房体制改
革，2016 年棚户区住房改造 600 万套。

追踪：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部署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专项检

查，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售楼盘和房地产中介
机构门店明码标价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各地将
房地产中介机构编造散布谣言、发布虚假信息、
赚取房源差价、挪用交易资金、违规开展金融业
务、违规代理销售、无照经营等 7 类违法违规行
为作为整治重点，依法从严从重从快进行查处。

1 月至 10 月，全国棚改已开工 599 万套，占
年度目标任务的 99.7%；完成投资 1.38 万亿元，
实现棚改早安排、早开工、早见效。

【扶贫】

承诺：开展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
交通扶贫、劳务协作对接行动、中央企业与革命
老区百县万村帮扶行动、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
行动等精准扶贫七大行动。

追踪：科技部等 7 部门联合推进科技扶贫
行动，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平台建设、要素
对接、创业扶贫、教学培训、科普惠农等行动。
人社部推动使每个有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贫困
劳动力每年都能接受至少 1 次免费职业培训。
261 个贫困县被财政部等部门列入电商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全国近 200 万人参与建档立卡“回头看”，
剔除识别不准的贫困人口 929 万人，补录 807 万
人，建档立卡指标体系逐步完善。22 个有易地
扶贫搬迁任务的省份全部组建完成省级扶贫投
融资主体，全国 833 个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全
部开工。

【退休养老】

承诺：制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家庭养老
支持政策，继续支持农村幸福院建设，推进农村
养老服务发展。

追踪：民政部与财政部联合启动了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 28 亿元，共支持 545 个老年养护院、
农村敬老院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建设，
预计建成后新增各类养老服务床位约 5 万张。
截至三季度末，全国各类养老床位数已达 695.9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1.6 张，比上
年末增长 4.3%。

【环保】

承诺：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地级及以上
城市 PM2.5 浓度下降 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达 75%。
追踪：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日

前介绍，1-10 月，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1.4%，同比提高 3.6 个百分
点。PM2.5 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5%；PM10 浓度为 7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4%。

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全国及重点区域颗粒
物浓度呈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但 10
月京津冀区域颗粒物浓度同比升高。

【食品安全】

承诺：突出抽检，以问题导向突出农兽药残
留和非法添加等安全性指标，对已发现问题但
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的项目加强抽检。

追踪：全面推进食品企业风险分级监管，根
据年初制定的 2016 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对 33
大类食品、129 个食品品种、200 个食品细类的
抽检工作逐步落实，突出重点加强安全性指标
检验、高风险品种检验频次和对市场占有率高
企业的抽检。

【旅游】

承诺：A 级景区实行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持
续推动旅游厕所革命。

追踪：湖南省长沙市橘子洲旅游区、重庆市
南川区神龙峡景区 2 家 5A 级景区被撤销，天柱
山风景区等 3 家 5A 级景区被严重警告。367 家
4A 级及以下景区受到处理，其中 107 家景区被
摘牌。

截至 11 月 15 日，全国已完成新改建旅游厕
所 39393 座，累计完成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
的 69.11%。旅游厕所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
升，如厕难、厕所脏乱差的现象显著改观。

【网络通信】

承诺：制定高速宽带网络建设和提速降费
年度行动方案，降低资费水平。

落实：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光纤网络和 4G
网 络 。 全 国 固 定 宽 带 平 均 接 入 速 率 达 到
41.8Mbps（全年目标 30Mbps），是 2015 年底的 2
倍多。截至 2016 年 9 月，固定宽带单位带宽资
费水平从 2015 年底的 2.3 元/M/户降低到 1.06
元/M/户，移动流量平均资费水平从 2015 年底的
0.078 元/M 降低到 0.055 元/M。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为进一步加强
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落实属地责任，健全长效机
制，我国将在 2018 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11 日公布，意
见提出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区域。全面推行
河长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在要求，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
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
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推行河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
措，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抓紧制
定出台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安排，到 2018 年年

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根据意见，我国将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

级河长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河
长，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主要河湖设立河长，
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均
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负责同志担任。

意见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要坚持问题导
向、因地制宜，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坚持
依法治水管水，建立健全保护监督考核和责任
追究制度，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加强社会监督，
建立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通过主要媒
体向社会公告河长名单，在河湖岸边显著位置
竖立河长公示牌，标明河长职责、河湖概况、管

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
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意见强调，要强化考核问责，根据不同河湖
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将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结果及整改情
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参考。县级及以上河长负责
组织对相应河湖下一级河长进行考核，考核结
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按照规定追究责
任。各省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每年 1 月底前将上
年度贯彻落实情况报党中央、国务院。

记者 11 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11 日凌
晨，我国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风云四号 01 星搭
乘长征三号乙遥 42 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
实现了升级换代，将大幅度提高我国天气预
报、生态环境监测等能力。

风云四号 01 星搭载了世界首个静止轨道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首次实现了静止轨道
大气高精度温度、湿度廓线探测。

“成像和垂直观测相结合，就好比医生不
仅有了 X 光片，同时还有了 CT 片，风云四号卫
星是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的重器。”风云四号
卫星应用首席专家许映龙说。

风云四号 01 星将定点于东经 99.5 度 36000
公里赤道上空，定点后命名为风云四号 A 星，
经过 6 个月的在轨测试后，投入试验应用。其
后续卫星风云四号 02 星和 03 星为业务卫星，
将于 2018 年和 2020 年前后发射，届时将全面
接替目前在轨运行的风云二号系列卫星。

我国2018年底前将全面建立河长制

2016年部委开出的民生任务清单落实得怎样了？
2016 年即将收官，各大部委年初开出的民生清单上的任务落实得怎样了？新华社“新华

视点”记者采访各部委，追踪关涉百姓生活的各项民生政策推进情况。

这 是 建 设 中 的“ 深 坑 酒 店 ”
（12 月 11 日摄）。

近日，坐落于上海佘山的“深
坑酒店”完成了主体建筑结构封
顶。

“深坑酒店”选址在旧矿场形
成的深坑，建成后酒店将拥有 370
间客房，包括地上两层、地下 17 层
和水下两层。建设方预计，2017
年底酒店可实现工程竣工。

（新华社）

上海上海““深坑酒店深坑酒店””
主体建筑结构封顶主体建筑结构封顶

网曝疑似京东用户数据泄露
京东回应为３年前漏洞问题

10 日晚，网络曝出疑似大量京东用户数据
外泄，对此京东集团回应称初步判断该数据源
于 2013 年 Struts2 的安全漏洞问题，当时已迅速
完成修复。

此次网上曝光称，有 12G 的数据包外泄，
包括用户名、密码、邮箱、QQ 号、电话号码、身
份证等多个维度数据，数量多达数千万条。

京东集团在 11 日凌晨发表声明，称该数据
源于 2013 年 Struts2 的安全漏洞，已经完成修
复。京东在声明中表示，在 Struts2 的安全问题
发生后，迅速完成了系统修复，同时针对可能
存在信息安全风险的用户进行了安全升级提
示，当时受此影响的绝大部分用户都对自己的
账号进行了安全升级，但确实仍有极少部分用
户并未及时升级账号，依然存在一定风险。

京东还建议用户在涉及财产的电商、支付
系统中开启手机验证和支付密码，并将登录密
码和支付密码设为高强度的复杂密码。

“依然坚持创造之路”
——董明珠回应“野蛮人敲门”

继收购珠海银隆失败，险资“敲门”使格力
电器再次受到市场关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
明珠日前回应“野蛮人敲门”时说，“依然坚持
创造之路，成为创造型的企业。”

9 日，“敲门”格力的前海人寿发布声明，承
诺未来将不再增持格力股票，并会根据市场情
况和投资策略逐步择机退出。前海人寿终究
未能成为格力电器持股超 5％的大股东。

“我说他如果真正是投资者，是谁都没关
系。”董明珠在 10 日举办的 2016 中国企业领袖
年会上不点名地说，希望不要破坏中国制造，
希望大家记住企业的社会责任，“你的行为要
跟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如果没有
实体经济，仅用金融杠杆来搞发展是不行的。”
董明珠说，核心技术能够改变世界，虽然没有
成功收购珠海银隆，“但董明珠一定要做新能
源汽车”。

“超级月亮”13 日晚现身夜空
系本年度“三连发”中最后一次

“一轮圆月耀天心”。天文专家介绍说，继
今年 10 月 17 日和 11 月 14 日之后，“超级月亮”
12 月 13 日晚将再次现身天宇。

据了解，“超级月亮”指的是新月或满月
时，月亮与地球的距离比平时更近，因此看起
来更大、更圆。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