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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记者乌梦

达、樊攀)记者 10日从北京市政务服务管
理局获悉，在北京市部分党政机关陆续迁
入城市副中心之际，北京直接为企业市民
提供服务的各级各类政务大厅、办事窗口
都不迁入副中心。同时，北京市正大力推
进“一门、一窗、一网、一号、一端”一体化
建设，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智能。

据介绍，“一门”是指将分散在各部门
的事项集中到政务服务大厅，使其成为
“一站式”办理平台。目前，北京已在市、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全部建立
了本级政务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市级
事项已基本集中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
集中进驻各区政务服务中心和专业大厅
事项数已达到区级事项总数的 70%。

“一窗”是正在打造政务服务综合窗
口。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将于 2019 年元
旦后全面实施“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窗口统一出件”的“一窗”综合受理，
综合窗口将集中提供事项咨询、收件、受
理、审批、办结服务，让审批更高效。

“一网”是指打造北京市网上政务服
务总门户。目前，企业市民在市、区两级
网上可办率都超过 90%，让企业市民办
事像“网购”一样方便。新上线了新版的
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推出个人主题服务
48 项，包括生育收养、住房保障、就业创
业、户籍办理等；企业主题服务 52 项，包
括资质认证、设立变更、年检年审、税收
财政等，此外还与 24 个部门 63 个系统
完成单点登录对接，实现了“一次登录、
全网通办”。

“一号”是打造综合型政府服务热线
大平台。10 条各类政府热线将于年底前
整合进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并
将加强对市民首次来电的跟踪办理。

“一端”是打造政务服务移动客户
端。据悉，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将与北
京市经济信息化局，依托“北京通”
APP，把更多的事项放进手机“掌上办”。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王军说，北京市未来还将推
动全市政府网站一体化发展，实现政府信息“一网通查”、互动
交流“一网通答”，让实体窗口、网站、热线和移动端都连起来，
建设整体联动、高效便民、精准服务、公开透明的网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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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记者乌梦
达、李嘉瑞、樊攀)自北京试点“街乡吹哨、部
门报到”以来，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
到”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

采访中，群众反映：现在，党员干部走街
串巷、进门入户的脚步多了，机关化倾向少
了；百姓的笑脸多了，牢骚话少了；家门口小
事办得越来越多了，遗留问题越来越少了。

多年顽疾“哨响”解决

“8 年的违建，终于拆掉了。”回忆起拆除
时的情景，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欣园东路的
居民范大妈连说三个“没想到”。范大妈指着
路北侧的空地说，这原来是一座二层“公寓
楼”，大家都知道是违法建设，但一直就是没
人管。

这处“公寓楼”2012 年建成，里面被分割
成 108 个房间，长期租住近 300 人，安全隐患
突出。当地居民举报过多次，违建始终“屹立”。

一直拆不动，是因为它刚好“骑”在丰台区
和西城区的交界线上。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工
委副书记蒋天策指着当年的照片告诉记者，
拆除要协调两个区的多个部门，难度不小。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启动
后，今年 5 月，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吹响了“跨
区联合哨”。西城区广外街道来“报到”了，两
区相关的执法部门也来“报到”了，困扰当地
居民多年的顽疾被合力解决。

目前，“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已经在
北京 169 个街乡进行了试点，下一步将全面
推开。

“吹哨”解决新问题新矛盾

在运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时，不
少街乡根据区域特点和群众实际需求，因地
制宜解决问题。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属于城乡接合部，由
于初期规划不完善，近年来出现了群租严重、
环境脏乱、乱停车等问题。当地政府通过“吹

哨”，让住建、公安、综治等部门“报到”，形成
每日巡查、每周会商的机制。

地处首都核心区“红墙”边上的西长安街
街道，每到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问题突出。西
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桑硼飞介绍，
他们通过路面的智能相机，对路口进行人、
车、路的实时图像分析，以大数据指导精准
“吹哨”，请交通、交管等部门来“报到”，实现
对红绿灯的实时控制。

“吹哨报到”还成为基层解决新问题的好
办法。达智桥胡同位于西城区广内街道，通过
街巷长吹哨，环境变好了。但新问题又来了，
今年夏天每逢雨天，井口总会堵塞积水。街巷
长高波得知后，迅速在“广内街道应急处置
群”微信群内“吹哨”，相关的区城管委、市政、
排水部门立刻赶到现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今年，西城区万明园社区消灭了一处新
生违建，从巡视发现到告知、拆除，一共只用
了 6 小时；阜外东社区“五一”期间及时制止
了一起开墙打洞反弹行为。

在达智桥住了一辈子的韩宝森大爷感
叹：“以前碰见事儿，找谁都没人管，现在一
‘吹哨’，问题很快搞定。”

“吹哨”激活社区“神经末梢”

在北京市多个街道、乡镇采访的时候，基

层工作人员经常向记者提到一个名词———
“吹哨率”。

他们表示，“吹哨率”不可太低，也不可太
高。如果低了，说明这个机制没起作用；如果
高了，说明日常机制出了问题，“报到”部门可
能出现疲于奔命、应付的情况。“吹哨”应该主
要用于重点、难点问题。

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到”要把是
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
量工作成效的标准。各区要强化主体责任，真
正把“吹哨报到”抓在手上，力戒形式主义，不
断提升改革实效。

不仅如此，北京还在努力把“最后一公
里”向下延伸。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推
进“吹哨报到”向社区延伸。群众身边的事基
本在社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
区。要以健全完善机制为突破口，激活社区这
个“神经末梢”。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全部 22 个社区挂
牌成立了综合治理工作站，将改革触角向社
区延伸；丰台区方庄地区正尝试把这一机制
落实到社区和地区办事处一级，探索“吹哨报
到”机制的二级体系。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彤军表示，群
众的诉求就是“哨声”，只要围着问题转、围
着群众转，就一定能把群众家门口的事办
好。

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

北京：“吹哨”化矛盾，“哨响”解顽疾

“哭墙”再次延长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新增 26 个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0 日电(记者蒋芳)
佘培庚、张华亮、刘茂清、刘茂源…… 10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内的“哭墙”再度延长，新整理确认的 26 位
遇难者姓名增刻完成。截至目前，墙上已刻
有 10664 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

位于纪念馆南面的遇难者名单墙俗称
“哭墙”，1995 年初刚设立时，刻有姓名
3000 个，象征被日军屠杀的 30 万同胞。历
年来，随着史料考证、研究不断深入，曾经
多次增刻。

“佘培庚，这是我父亲。”新增死难者遗
属佘文彬一边指着新刻上的姓名，一边掏
出一张父亲的黑白照片告诉记者：“父亲被

日本兵抓走的时候，我才 7 岁，对那时候的记
忆比较模糊了，就记得自己趴在门缝里看着
他被人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人说，他
被推到江里淹死了。”佘文彬的女婿汤征说：
“我们过去就知道父亲经历的事，但一直就觉
得只是自己家里的事，直到看见纪念馆的遗
属登记通知，才想起来应该到馆里来登记，这
不仅是属于我们一家的记忆。”

由于兵荒马乱，尸骨无存，对于幸存者群
体来说，镌刻在“哭墙”上的名字，成为全家祭
奠亲人的唯一寄托。当日，幸存者夏淑琴老人
在家人的陪同下，在“哭墙”前举行了家祭。在
志愿者的协助下，夏淑琴拿起毛笔蘸着黑色
墨汁为墙上的 7 位家人的姓名“描红”。1937

年 12 月 13 日，她全家祖孙 9 口人中 7 人惨
遭日军杀害，时年 8 岁的夏淑琴在身中 3 刀
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老人一边描一边对
身边的志愿者说 ：“我不认识字，但是家里
人的名字，我一笔一画都记得。”

“这些姓名汇总来源很复杂，有战后初期
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
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各种史料，还有新中
国成立以来各时期采集的幸存者口述证言，
以及遇难者家属提供的名单。直到今天，还有
一些姓名在做进一步的比对、查证，确认后都
将一一增刻上墙。”纪念馆负责人说。

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
查的不断深入，“哭墙”仍将延伸。

▲ 12 月 10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佘文彬（前）在增刻后的遇难者名单墙前鞠躬。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新华社台北 12 月 10 日电
(记者章利新、刘斐)中国国民
党 10 日晚间发布消息证实，中
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台湾海基
会前董事长、两岸企业家峰会
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江丙坤当晚
在台北病逝。

江丙坤，1932 年 12 月出
生，台湾南投县人。1959 年毕
业于台湾省立法商学院地政学
系，1971 年获得日本东京大学
研究院农业经济学博士。曾任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
责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副负
责人，2003 年出任中国国民党
副主席，2008 年 5 月被选为海
基会董事长。

2005 年 3 月，江丙坤率领
国民党大陆参访团访问大陆。
2008 年 6 月，江丙坤率海基会

代表团来到北京，同海协会进行会谈。江丙
坤担任海基会董事长期间，两岸两会领导人
举行了 8 次会谈，签署了 18 项协议。2012
年 9 月，江丙坤卸任海基会董事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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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12 月 9 日电(记者吕梦琦)记者从山西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山西各地党政官员履行环保职责失职失责将
面临量化问责，针对各地大气、水污染防治不到位情况，相关
问责将从分管副县(市、区)长直至市委书记。

山西省明确，遇有当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省县
(市、区)中排名位列后 10 位，且 PM2 . 5 浓度同比不降反升比
例超过 20%；连续 3 个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省县(市、
区)中排名位列后 10 位，且每个月 PM2 . 5 浓度同比不降反升
比例超过 10%；年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省县(市、区)
中排名位列后 10 位，且当年累计 4 个月 PM2.5 浓度同比不降
反升等情形，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副县(市、区)长实施问责。

根据 PM2 . 5 浓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优良天数
比例等多项指标的优劣，上述问责对象将从分管副县(市、区)
长升级至市委书记。

山西设区市年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其改善幅度在
全省 11 个设区市中排名均位列后 3 位，且全年 PM2 . 5 平均
浓度和优良天数比例两项约束性指标中任意一项指标较上年
同期恶化的，将启动问责市委书记；设区市连续两年水环境质
量约束性指标(包括优良水体断面比例和劣五类水体断面比
例)未完成，市委书记也将被问责。

山西：污染不降反升

将问责地方党政官员

新华社银川 12 月 10 日电(记者邹欣媛、温竞华)记者从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获悉，宁夏日前出台《宁夏分类推
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宁夏实行学术造假
“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
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

意见要求，宁夏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
部门要加强人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申报、审核、公
示、反馈、申诉、巡查、举报、回溯等制度，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
惩戒机制，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作假、暗
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从严治理
弄虚作假和学术不端行为。

同时，宁夏将加强评审专家数据库建设，建立评审专家信誉
责任制度，建立随机、回避、轮换的专家遴选机制，明确评审专家
责任，实施退出和问责机制，保障评价的科学、有效和公正；强化
人才评价综合治理，依法清理规范各类人才评价活动和发证、收
费等事项，加强考试环境治理，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

宁夏：严惩学术造假

作假评职称一律撤销

舟山 500 千伏输变电联网

直升机深化应用解难题

▲日前，在浙江舟山 500 千伏输变电联网工程金塘岛施
工现场，国网通航公司联合国网浙江电力开展直升机吊装组
塔和展放导引绳深化应用。本次项目是国内首次应用直升机
分段吊装组立角钢全塔、首次应用直升机跨海牵放大截面导
引绳。项目的开展实施，将进一步提升电网基建水平和施工效
率，解决舟山联网工程海岛及大跨越施工难题，推动直升机电
力作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魏司法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人民日报记
者张璁、新华社记者熊丰)日前，山东省公安
机关依法侦办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对极
少数打着“退役军人”旗号组织非法聚集事
件，实施严重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
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连日来，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极少数
人实施的暴力袭警、打砸车辆违法犯罪行为，
造成了严重人身伤害和重大经济损失，对公
共秩序造成重大危害。坚决支持对其进行依
法处理，捍卫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事件发生当天，山东平度市民张锡清正
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事件造成商铺关门、交通
受阻，他愤慨地说：“这些人不仅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影响了百姓生活，而且公然袭击警
察，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张锡清认为，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
侵犯他人权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理由。触

犯了法律，不仅权益得不到维护，还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

“任何藐视国家法律，挑战执法权威的行
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坚决反对。”重庆市垫
江县鹤游镇石鼓社区党支部书记夏于平说，
我们应该自觉提高法律意识和辨别是非黑白
的能力，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陆军某部干部程成说，退役军人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用实际行动做到了退
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志。那些极少数打着“退
役军人”旗号的违法犯罪分子，严重损害了退
役军人形象，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践踏法律，破
坏法治的恶劣行径。

在互联网上，网友们纷纷谴责极少数人
打着“退役军人”旗号，从事暴力违法犯罪的
行径：无论穿不穿军装，在不在部队，人民子
弟兵始终都是“最可爱的人”，退役军人形象
不容玷污。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遵纪守
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无论是维护合
法权益，还是表达利益诉求，都必须在法治轨
道上进行。

“公安部门这一举措顺应了广大人民群
众意愿，捍卫了法律尊严。”江苏法之泽律师
事务所律师庄志明表示，这次依法处置让人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绝对没有法外之地和法外之人。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街文苑楼居委会社
区工作者穆宁说：“这种打着‘退役军人’旗号
进行打砸的行为，严重抹黑了军人群体，有任
何问题、任何诉求都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渠
道去反映。”

退役军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力量。前不久，20 位“最美退役军人”先进
事迹向全社会发布，赢得了广泛赞誉。他们不
忘初心本色，创造精彩人生，成为引领奋斗创

业的时代标杆。
“‘退役军人’是我们的荣誉称号。”入选“最

美退役军人”的吴惠芳，2005 年自主择业回到
家乡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现在是该村党委
书记，他动情地说：“曾经穿过的橄榄绿，是我
们永远的骄傲。如今告别部队，我们也会秉承
军人的信条，为国奉献、为民服务，模范遵守维
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立起遵纪守法的好样子。”

“不论是在部队还是退役，我们都把维护
军人的荣誉视为生命。”2007 年，谢清森从部
队转业，在济南与 7 名战友创建了一家安保
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2 万多名员工中有
近 8000 名退役军人，业务扩展到了海外十几
个国家。

谢清森说：“我们广大退役军人要更好团
结起来，投身创新创业时代潮流，用建功立业
的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回报人民，充分展示退
役军人永葆本色、奋发图强的昂扬风貌。”

严惩违法犯罪 捍卫法律尊严
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支持对平度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进行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深圳 12 月 9 日电(记者周科)深
圳机场自本月起在国内机场中率先实施“旅
客差异化安检模式”。对于安全信用较好的常
旅客，可分流由机场设置的“快捷通道”接受安
检，从而节省安检时间，提升乘机体验。

记者从深圳机场了解到，为落实民航“提
升服务品质”的改革要求，该机场依托大数据
分析，通过机场国内安检候检区闸机对旅客
进行乘机资格认证，实现对旅客的分类分流，
进行差异化安检，并可提醒旅客托运行李是
否需要开箱检查。

目前，深圳机场国内候检区共设置有两道
闸机，第一道闸机位于国内候检区入口，共 5
组 19 台；第二道闸机设置在“快捷通道”前端，
共 1组 4台。乘机旅客持身份证或护照在第一
道闸机读取证件信息后，如果信息核实无误，
即可获得乘机资格准入，可有效防止无票证人
员进入候检区。对于安全信用较好的常旅客，
入口闸机验证后会指引其经由第二道闸机进
入“快捷通道”，从而节约安检等候和检查时间。

深圳机场差异化安检

旅客安全信用好

可 走 快 捷 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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