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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电 国 务
院总理李克强 12月 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以高效便捷的政务
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
确定推进公共资源配
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的措施，推动规范化透
明化；批准 2017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
审结果。

会议指出，按照党
的十九大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和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
合共享，打通“放管服”
改革“经脉”，是便利群
众办事和创业创新、增
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
举措。今年以来落实
国务院部署，各省级政
府和 71个部门已接入
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下
一步，一要进一步整合
政务信息系统，接入国
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依法依规向社会开放。
清理制止公共数据仅向
特定企业、社会组织开
放，体现公平。二要加
快数据通、业务通。

会议指出，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部署，实行公
共资源配置全程公开、
全程留痕，有利于公平
维护企业和群众合法权
益 、铲 除 滋 生 腐 败 土
壤。会议确定，一是以
保障性住房分配、政府
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国
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出让、工程项目招投标
等为重点，由各地各部
门主动公开。二是公共
资源配置行政审批结果
由审批部门公开，项目
配置或交易等信息由实
施配置的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公开。三是各
级政府要及时发布公共
资源配置信息，与全国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据
实时共享。四是严格信
息公开时限，加强督查
考核。五是探索完善财
政资金对困难群众补贴
的公开方式，确保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
障。

会议听取了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评审结果汇报，批准
了获奖人选、奖励种类
和等级。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新华社电 三代造林人半
个多世纪的持续奋斗，让贫瘠
沙地变成绿水青山，也获得世
界赞誉。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宣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获得 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
荣誉——“地球卫士奖”。

“他们筑起的‘绿色长城’，
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远离空气
污染，并保障了清洁水供应。”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
克�索尔海姆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

当地时间 18时许，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举行的第
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举办
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今年的“地
球卫士奖”，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得其中的“激励与行动奖”。

在 当 天 宣 布 的“ 地 球 卫 士

奖”各个奖项中，智利总统米歇
尔�巴切莱特获得“政策领导力
奖”，中国摩拜单车公司获得“商
界卓识奖”，中国亿利资源集团
董事长王文彪获得“终身成就
奖”，还有一些人士获得其他奖
项。

“地球卫士奖”从2005年开始
颁发，是联合国表彰世界各地杰出
环保人士和组织的最高奖。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工作人员在塞罕坝机械林场采集数据

中新社电 国土部总督察办
副主任孙雪东今天透露，到2020
年深度贫困地区要有 1/3以上的
村庄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排好
这些易地扶贫搬迁的用地规模和
布局显得尤为迫切。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
见》（下称《意见》）。今日，国土
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文件的

有关内容，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孙雪东表示，下一步落实十

九大提出的脱贫攻坚任务和乡
村振兴战略，将更加注重发挥土
地利用规划的引领作用，调动各
方的力量帮助和指导深度贫困
地区编制好村土地利用规划，做
好县域、乡域的村庄布点的安
排，到 2020年深度贫困地区要
有 1/3以上的村庄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安排好这些易地扶贫搬迁

的用地规模和布局显得尤为迫
切，国土部考虑结合不同类型的
村庄，做好各类用地的统筹.。

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宜居宜业
重点发展的村庄优先进行规划，合
理安排农民的住房、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用
地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规划
生态良好宜居宜业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乡村发展格局，为脱贫攻坚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到2020年深贫区1/3以上村庄

实现易地扶贫搬迁

新华社电 记者 6日从河南
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了解到，通水
3年来，河南省累计受水40.25亿
立方米，占中线工程供水总量的
38％，惠及全省 11个省辖市的
1800万人，供水效益不断提升，
极大缓解了河南水资源供需矛
盾。

截至 12月 5日，河南省 3年
来累计有 33个口门及 14个退水
闸开闸分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向引丹灌区、59座水厂、3座水
库及 14条沿线河流供水补水，
累计供水 40.25亿立方米，占中
线工程供水总量的 38％，供水覆
盖河南 11个省辖市和 2个省直
管县，受益人口达到 1800万人，
并 实 现 农 业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达
115.4万亩。

河南省是南水北调中线最大
的受水区，也是重要的水源地。
为了确保水质安全，河南省不断

加大水源地水质保护力度，累计
关停整治工业和矿山企业200余
家，封堵入河市政生活排污口
433个，规范整治企业排污口 27
个，关闭搬迁养殖户600余家，关
闭停产整治旅游、餐饮排污单位
65家，有效维护和改善了丹江口
水库水质。目前，丹江口库区水
质稳定达到Ⅱ类水质，总干渠出
境水质稳定达标，切实保证了一
渠清水永续北送。

南水北调中线3年向河南供水

超40亿立方米惠及1800万人

新 华 社 电 河 南
省近日印发《电子信息
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
划（2017-2020）》，到
2020年 ，河 南 将 建 成
5000亿级智能终端产
业集群，全产业链发展
格局和产业生态系统基
本呈现。

记者从河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
按照计划，河南将稳定
富士康整机产能并实现
全产业链发展。稳定并
增 加 苹 果 手 机 产 能 ，
2020年力争实现苹果
手机产能 1.6亿部。推
动富士康从单一手机制
造向研发设计、显示面
板、盖板玻璃等产业链
上游环节拓展，逐步实
现全产业链布局。

据介绍，河南还将
着力引进国内知名品牌
手机，建设国内高端品
牌手机生产基地，加快
承接华为手机代工生产
项目，谋划建立华为智
能手机和其他智能终端
产品制造基地。力争到
2020年引进培育 40家
整机制造企业，实现非
苹果手机产能3亿部。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
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6年河南的手机
产量达到 2.59亿部，名
列全国第三。

河 南 省 工 信 委 相
关负责人介绍，河南还
将建设中部地区方案
研发设计高地。加快
引入一批国内知名方
案设计企业，大力发展
系统设计、硬件和软件
设计。对接国内外知名
芯片企业，争取在郑州
航空港区设立区域性研
发中心。引进培育 10
家研发设计企业，集聚
6家国家级、省级科研
机构与研发中心，形成
我国新兴的智能终端
研发设计中心。

此外，河南还将重
点发展面向运动、娱乐、
健康医疗等领域的智能
穿戴设备以及智能家居
产业,并辐射带动摄像
模块、屏组件、电池、模
具和新材料等领域取得
突破。建设智能终端供
应链金融平台，为生产
企业在原材料采购、整
机销售、出口退税等环
节提供支撑。

5000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将在我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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