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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
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
务 服 务 水 平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意见》）。
《意见》 要求，2020 年底前，

全面建成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
体系，建成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好差评”管理体系，各级
政务服务机构、各类政务服务平台
全部开展“好差评”，实现政务服
务事项、评价对象、服务渠道全覆
盖。《意见》 就建立政务服务“好
差评”制度提出四个方面政策措
施。

一是明确责任标准。进一步夯
实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政务
服务机构和平台以及国务院各部门
的责任。明确编制政务服务事项清
单和办事指南。对完善现场服务规
范、网上服务规范，压减办理时
限，加强人员管理提出要求。在实
践基础上，适时制定政务服务评价
国家标准。

二是畅通评价渠道。畅通以现
场服务“一次一评”和网上服务“一
事一评”为主，社会各界“综合点评”
和政府部门“监督查评”为补充的
评价渠道。设置评价器、评价功能
模块等，方便企业和群众现场评

价、网上评价。通过意见箱、热线
电话等渠道，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
综合性评价。通过政务服务调查、
委托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及时了解
政策落实及政务服务情况。

三是用好评价结果。强化服务
差评整改，建立差评和投诉问题调
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机制。加
强评价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应用，及
时归纳发现政务服务的堵点难点，
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健全政务服
务奖惩机制，将政务服务“好差
评”情况纳入绩效评价。公开政务
服务评价信息，将政务服务情况、
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开，

并建立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
政务服务竞争机制。

四是完善保障措施。建立“好
差评”数据生成、归集、传输、分
析、反馈机制，连通线上线下各类
评价渠道。保障评价人自愿自主评
价的权利，建立健全评价人信息保
护制度。建立申诉复核机制，排除
误评和“恶意”差评。加强组织领
导，狠抓督促落实，加强相关制度
整合衔接，减少基层负担。

《意见》 还提出，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要参照本意见的要求，组织
本行业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
单位开展公共服务评价。

国办印发《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

明年底前全面建成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北京时间 17 日凌晨，中国和俄罗
斯共同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政治解
决朝鲜半岛问题决议草案。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希望安理
会成员支持中俄决议草案，共同推
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耿爽说，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处
于重要敏感时期，政治解决的紧迫
性进一步上升。国际社会应秉持客
观公正立场，着眼长远和大局，进

一步凝聚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共
识，延续来之不易的对话势头，防
止半岛重新陷入紧张对抗，避免局
势出现严重逆转。

耿爽说，基于上述立场，中国
和俄罗斯共同在安理会提出政治解
决半岛问题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主
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重申各方
应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二是敦
促美朝继续对话，呼吁恢复六方会
谈；三是决定根据朝方遵守决议情
况，解除部分对朝制裁措施。

外交部：

中俄向安理会提交关于政治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决议草案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于文静 许肖茜） 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王俊勋 17 日
在农业农村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
表示，元旦春节消费旺季猪肉市场
供应偏紧，但由于进口增加、前期
压栏大猪逐步上市等多重因素，供

应将有所增加。今年禽肉生产增加
较多，牛羊肉生产形势好，肉食品
供应有保障。

据商务部近日消息，我国将积
极增加优质肉类进口，预计全年肉
类进口量超 600 万吨，其中进口猪
肉及其副产品将超 300 万吨。

农业农村部：

元旦春节肉食品供应有保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向大会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 的报告，提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目标。

大会认为，综合分析国
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
件，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
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 一 个 阶 段 ， 从 2020 年 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 义 现 代 化 。 第 二 个 阶 段 ， 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
现 现 代 化 的 基 础 上 ， 再 奋 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
义 、 毛 泽 东 思 想 、 邓 小 平 理 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
党章。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中国峥嵘岁月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一大优势。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
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20
年经济工作，突出强调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目标任务是明年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
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我们做好明
年经济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指明了努力方
向。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
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
社会之所以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
良好态势，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持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战略定
力，坚持稳中求进，深化改革开
放，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新中国 70 年来，我们创造出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今
天，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量
越大，风浪越大，掌舵领航越重
要。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
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定海神针作用，把党领导经济工
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为做好经济工作、完成目标任务提
供根本保证。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在落实上用
力。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
导制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
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
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根本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功
夫，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
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要巩固和用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果，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
信心、勇于担当。要完善担当作为
的激励机制，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在转化上用
劲。必须认识到，加强党对经济工
作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要
管大事、议大事，发挥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作用。要提高党领导
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改进领导
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遵循经济社
会发展规律，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问题的研究，重大政策出台和
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不搞

“急就章”“一刀切”。要从系统论

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协调不同
部门、不同政策在国家经济治理体
系中的定位和功能，加强全局观
念，防止顾此失彼，在多重目标中
寻求动态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中实
现系统优化。要提高宏观调控的前
瞻性、针对性、有效性，科学稳健
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善
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
自己的事。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
驭舟。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
艰巨的任务，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辩证思维，增强必胜信心，勠
力同心、锐意进取，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圆满收官，为“十四五”
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
下坚实基础。

（载12月18日《人民日报》）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