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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统筹城乡发展，以质量
为本、安全至上、自然和谐、绿色
发展为原则，深化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公路与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协调，形
成上下联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的工作局面，推动“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农民群众致
富奔小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意见》明确，到 2022 年，基
本建立权责清晰、齐抓共管的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形成
财政投入职责明确、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的格局。农村公路治理能
力明显提高，治理体系初步形成。
农村公路通行条件和路域环境明
显提升，交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年
均养护工程比例不低于 5%，中
等及以上农村公路占比不低于
75%。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体系
完备、运转高效的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体制机制，基本实现城乡公
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
况水平和路域环境根本性好转，
农村公路治理能力全面提高，治
理体系全面完善。

《意见》提出三方面政策举
措。一是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体制。省、市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统
筹和指导监督，县级人民政府履
行主体责任，发挥乡村两级作用
和农民群众积极性。二是强化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保障。落实成品油税费改革资金，完善转
移支付政策，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
度，明确省、市、县三级公共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的标准，将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运行经费和人员支出纳入一般
公共财政预算；强化养护资金使用监督管理，鼓励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创新农村公路发展投融资机制。三是建立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长效机制。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加强安
全和信用管理，强化法规政策和队伍建设。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体制改革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一项先行工程，同步部署落实。各省级人民政府
要制定本辖区改革实施方案，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督促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压实责任、抓好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按
照职责完成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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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9 月 23 日电（记者周立权）
近年来，吉林省司法机关创新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在城市社区、农村村屯群众经常聚集的
地方创建“百姓说事点”，让群众通过“唠家
常”的形式，把矛盾纠纷、百姓诉求等社情民
意在“说事点”反映出来，并通过“点上”信息
员反映到有关部门，使许多矛盾纠纷和百姓
合理诉求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

矛盾纠纷化解点

传统的矛盾纠纷排查都是调解员或信息
员走村入户进行摸排，由于外出或农忙，在农
村经常找不到人导致漏查。在群众经常聚集
的地方建立“百姓说事点”，“点上”的信息员
通过倾听百姓闲谈，能够在第一时间捕捉、收
集、反馈各种矛盾纠纷信息及不安定因素，并
及时报告给调委会和司法所，司法所处理不
了的，上报党委政府，主管负责人指派相关部

门处理，相关部门在指定时间内将处理结果
上报党委政府并反馈给“说事点”当事人，使
矛盾纠纷得到圆满解决。吉林省开展创建“百
姓说事点”工作以来，由于信息反馈及时，使
大量矛盾纠纷得以化解。

日前，东辽县司法局安恕司法所流动“百
姓说事点”察访时发现，村民宋某、孙某等纠集
15 户村民，因村砂石路被私人占用，正准备到
县政府上访。司法所长、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王贵良立即了解情况，稳住村民情绪，然后及
时将镇经管站、信访办的同志找来，并通知村
委会和党员代表，共同组成联合调解小组，现
场办公，公开调解，及时化解了矛盾，避免了一
起集体上访事件。

社情民意收集点

有了“百姓说事点”后，老百姓把闷在心
里的话说出来、写出来，包括对政府有什么意
见都能在“点上”反映出来。

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街道一心街社区以党
建为引领，在“百姓说事点”服务民生的 7 个
小凉亭里，建立了一心街社区以党建为引领

的民情驿站和协商驿站，由 66 名党员担任
“百姓说事点”信息员。同时，还借助吉林工程
师范学院驻区的优势，招募了 300 余名大学
生志愿者信息员队伍，有效发挥了信息员在
及时收集社情民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信息员通过定点联系、随机走访、集中问
询等方式，解决了村民王某与顾某两家的地
边界纠纷，解决了楼上楼下邻居之间的噪音
纠纷，由于介入迅速，避免了因自来水管道爆
裂大面积停水而一触即发的群体性事件的
发生。

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百姓说事点”坚
持公心、诚心、耐心、细心“四心”收集社情民意，
开展调解工作。近日，根据群众反映，主动出击，
成功解决了辖区 270户居民 7年之久的高电价
问题。

科技致富信息传播点

村民们到“百姓说事点”来，天南海北，说
东聊西，互相交流科技信息，探讨致富项目，
研究怎样发家。

舒兰市朝阳镇兴安村一村民在“百姓说

事点”的记事本上提出：“村民急需科技兴农、
科技致富信息，能否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
“百姓说事点”的信息员将百姓的需求汇报给
司法所。司法所接到消息后，及时将农民的需
求汇报给政府，在镇党委政府的协调下，吉林
市“三下乡”活动讲师团来到朝阳镇，为农民
送来了科技致富信息、文化知识以及法律常
识。活动结束后，村民们一致认为得到了科学
备耕的及时雨，“百姓说事点”为村民致富提
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持。

据了解，2011 年吉林省司法机关将“百姓
说事点”在全省推开。如今，“百姓说事点”不
仅建到了社区或村屯的小卖店、棋牌室、彩票
站，也“流动”到了集贸市场和室外的晨练点
等百姓聚集的地方，随时随地为群众解答咨
询、提供服务。今年 8 月，吉林省司法厅召开
全省“百姓说事点”创新发展推进会，选取 100
个“百姓说事点”升级成为个人人民调解室。

截至目前，吉林省已建立“百姓说事点”
17253 个，收集民情信息 50 多万条，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 40 多万件，为维护基层社会和谐
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发
挥了良好作用。

小小“百姓说事点”，化解纠纷作用大
吉林省司法机关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零封美国队，中国女排剑指世界杯冠军

 9 月 23 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
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据新华社日本札幌 9 月 23 日电（记者王
镜宇、王梦）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以一场酣
畅淋漓的 3：0 大胜“复仇”世界女排联赛冠
军美国队，以七连胜的傲人战绩朝着 2019 年
女排世界杯赛冠军的目标继续前进。

世界排名第三、此前同样六连胜的美国
队被中国队打蒙了。25：16、25：17 和 25：
22，这场被外界视为“潜在决赛”的较量以
中国队的横扫收场。

由于本次世界杯赛采用单循环赛制，这
场强强对话被视为潜在的冠军之争。而且，
由于以主力阵容出战的中国队曾在今年世
界女排联赛江门站的比赛中 0：3 脆败于美
国队，让这场比赛愈发引人关注。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比赛的进程完全
是一边倒。美国队在前两局输得没有脾气，
只有第三局看起来像是世界第二和世界第
三的球队之间的较量。尽管这局中国队也
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先，但是美国队顽强地追
成 1 7 ：1 9 ，迫使郎平叫了全场唯一一次
暂停。

不久之后，颜妮的快球和袁心玥、龚翔
宇的双人拦网把比分变成 22：19，美国队主
教练基拉里也叫了暂停，美国队又追成 21：
22。关键时刻，袁心玥的快球和朱婷的后攻
帮助中国队拿到赛点，张常宁一锤定音，结
束了这场 1 小时 18 分钟的较量。

本场结束之后，7 连胜的中国队独自
领跑。在后面的比赛中，中国队还将迎战
肯尼亚队、荷兰队、塞尔维亚队和阿根廷
队，其中荷兰队和塞尔维亚队的实力相对
更强。

全面深化改革

（上接 1 版）习近平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敏感。
有关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对话、谈
判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彼此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
稳定。中方愿同包括伊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沟通。

阿卜杜勒-迈赫迪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他表示，中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取得
巨大发展成就。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和谐的一个重要支柱。伊拉克历经战争与内乱，由衷感谢
中国对伊反恐和重建给予的宝贵支持。伊方愿在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伊方积极致力于缓
和地区紧张局势，避免战争，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70 年，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

3 ：0 完胜美国队 ！23
日的 2019 女排世界杯“天王
山之战”没有想象中胶着，
中国女排用一场酣畅淋漓
的大胜实现七连胜，同时在
卫冕冠军的道路上迈出最
坚实的一步。这是中国女排
的胜利 ，更是女排精神的
胜利。

30 多年前，中国女排创
下世界大赛“五连冠”的壮
举 ，在国门初开的那个时
代，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
崛起的缩影。

30 多年过去了，中国已
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正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
目标迈步前进。当此之时，虽
然我们已经不需要用金牌来
证明强大，但为国争光的爱

国主义精神、敢于争先的顽强拼搏精神，永远
是振奋民族自信心的强大力量。

此时此刻重提女排精神，不仅是因为过
去五年里中国女排勇夺 2015 年世界杯冠军
和 2016 年奥运会冠军，始终位列世界顶尖行
列，更是因为女排精神历久弥新，在新时代
不断地丰富和扩充着自己的内涵，成为中华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郎平和中国女排深知行百里者半九十
的道理，对她们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
“从零开始”，每一次比赛都要拼尽全力，惟
其如此，才铸就了强大的中国女排和传承至
今的女排精神。

说到底，女排精神之所以为女排精神，
最根本的正是为国争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无论何时何地，中国女排胜不骄败不馁，始
终把为国争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赢要赢
得光明磊落，就算输也永不放弃、超越自我，
打出中国人的精气神来。

美国队我们已经赢了，但世界杯还没有
结束。中国女排，加油！ （记者王恒志）

据新华社南京 9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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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5 秒钟
张常宁高高跃起，将球重重砸向对方半

场。美国队的球员奋力扑救，球还是不可阻
挡地落了地，就像中国队这场不可阻挡的
胜利。

朱婷和张常宁不约而同地蹦了起来，然
后与队友们围拥在一起庆祝。与巴西队招牌
的“桑巴”庆祝不同，中国队仅仅庆祝了大约
5 秒钟，就与美国队握手致意，然后集体向观
众致意。

关键的球赢下来了，但冠军还没有到手，
郎平调教的队伍很快恢复了冷静。整场精神
高度紧张的自由人王梦洁终于松弛了下来，
不自觉地伸手挥动手臂，在场上指挥若定的
大将丁霞冲到郎平面前连说带比画地交流。
这几乎就是中国队全部的庆祝。

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配得上更多的庆
祝。借用网友们夸张的表述，美国队被“打哭
了”。这支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傲视群芳的劲旅
落入了“失误的陷阱”，仅仅 3 局比赛，失误就
送给中国队 16 分。三大攻手拉尔森、罗宾逊
和德鲁斯分别只有 9 分、5 分和 6 分进账，拉
尔森的扣球命中率只有可怜的 27 中 8，得分
最高的是拿到 10 分的替补洛维。

在美国队“失常”的背后，是中国队强大
而均衡的攻势、令人恐怖的拦网和富有冲击
力的发球。

第二局前半段，身高 1 米 80 的二传丁霞
在一次网上争夺中面对严密防守扣球打手出
界，拿下提振士气的 1 分，朱婷将她紧紧抱住
为她点赞。赛后朱婷告诉记者：“这是多点开
花的感觉！”说这话的时候，女排队长笑靥
如花。

让人过目难忘的镜头还有很多。第二局
中段，基拉里的第二次暂停刚刚让美国队追
回 1 分，把比分变成 14：20，朱婷和颜妮就

在一个多回合的争夺中拦死了美国队副攻
奥格博古。第三局 9：7 的时候，朱婷和颜
妮的强力拦网让洛维的扣球重重弹在她身
上后落地，美国队又被“打停”。

比赛结束前不久，当中国队迎来反击
机会时，丁霞甩开对手的拦网将球传给朱
婷，后者从后排起跳一击得手。24：21，嗅
到胜利气息的丁霞回身对着替补席的方向

纵情呐喊，吹响了收获的号角。
0：3 的结局让基拉里心服口服。尽管美

国队前一晚苦战五局险胜日本队，但中国队
与巴西队的五局大战也只早三四个小时结
束。基拉里爽快地承认，体力不是脆败的原
因，是中国队包括发球在内的出色表现抑制
住了美国队。

比赛结束，场边的中国球迷还沉浸在胜
利的喜悦中。“三巨头”郎平、赖亚文、安家杰
在场边复盘，他们默默守候着。当郎平走到
靠近观众席的地方时，球迷们大声高喊：“郎
导好样的！郎导靠你了！”

在这场顺利得让人意外的胜利中，郎平
只叫了一个暂停，那是美国队在第三局追到
17：19 的时候。暂停的效果立竿见影，比赛重
新开始后龚翔宇马上将一记重扣死死钉在
了对方场内。不久之后，她又和袁心玥联手
拦死华盛顿，掐灭了美国队最后的反扑
火焰。

知师莫如徒。朱婷说，赢球的关键是专
注，还有一种信念，而信念的来源正是郎平
细致的技术和心理指导。其实，中国队做好
了打五局的准备。

这样的胜利让见惯大场面的“MVP 收
割机”朱婷有些小激动，她的眼角湿了一点
点。“赢了嘛，当然是激动加开心。”朱婷说，
“之前打她们失利偏多一些，又是大赛，加上
之前双方都没有输球。”

行百里者半九十，还有 4 个对手等着中
国队，她们是肯尼亚队、荷兰队、塞尔维亚队
和阿根廷队。

朱婷说：“这场胜利意味着离我们心里
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记者王镜宇、王梦）
新华社日本札幌 9 月 23 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 23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 8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814 起，处理 6876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4850 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1121 起、违
规收送礼品礼金 1218 起、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664 起、违
规公款吃喝 646 起、大办婚丧喜庆 336 起、公款国内旅游 245
起、楼堂馆所违规问题 165 起、公款出国境旅游 7 起、其他问
题（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
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违规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412 起。从查处干部级别来
看，被处理的人员中省部级干部 1 名、地厅级干部 70 名、县
处级干部 655 名。

2019 年以来，截至 8 月 31 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 35752 起，处理 50490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5565 人。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上月全国 6800 多人被处理

（上接 1 版）一组截至 2018 年末的亮眼数字，从不同侧面
勾勒出这张越织越密的社会保障网的“模样”：

——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 9 . 4 亿人，绝大多数中

国人的晚年越来越有保障；
——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近 2 亿人，促就业、防失业、

稳岗位的兜底功能越发稳定；
——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 2 . 3 亿人，待遇水平和

覆盖范围持续稳步提升。
与此同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今

年前 6 个月，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合计减费 1288 亿元。

65 岁的安云宪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赶回老家在窗口排
队“摁手印”，打开手机 App，“刷脸”，不到 1 分钟，在北京的
女儿家里就完成了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今年 9 月 15 日，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安坐家中享受全国性、跨地
区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不再是梦。

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站在新起
点，这张全球最大保障网正越织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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