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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速读

8 月 13 日，泮庐集团捐赠

“泰兴号”清代沉船瓷器仪式

在 北 京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举

行。“泰兴号”沉船为清代沉

没的一艘中国商船，船货以

瓷器为主，兼有少量紫砂陶

器、石器、金属器等。20 世纪

90 年代，该沉船被国外商业

团队打捞，出水文物在国际

市场拍卖出售。2018 年，泮

庐集团从海外购回了 10 万余

件该沉船出水瓷器。近日，

经由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政府

推介，泮庐集团将其中 40 余

类、共 190 余件瓷器捐赠给中

国国家博物馆。⑥4

新华社 发

190190余件清代沉船瓷器入藏国博余件清代沉船瓷器入藏国博

8 月 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

分工方案》，对于诸多民生难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

时间表。

2019 年年底前，养老保险
转移接续可网上办理

长期以来，职工在跨地区跳槽就业后，社保转

移接续的手续往往比较繁琐，费时费力，是一大难

点痛点。

方案提出，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自主认证、养老

保险待遇测算、社保卡应用状态查询等“一站式”功

能，全面取消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证，优化社

保卡服务，加快推进电子社保卡。2019年年底前实

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网上办理。

网上办理后，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将更加简便，

个人来回奔波跑腿的麻烦有望大大减少。

2019 年年底前，解决银行卡
解绑和异地注销难

方案提出，指导督促商业银行优化服务，2019

年年底前解决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睡眠

卡”收费不透明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快

推动解决继承财产支取难问题。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第一季度末，全

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 77.73亿张，全国人均持有

银行卡 5.57 张。一直以来有网友反映，银行卡异

地注销比较难，有的要求必须到开户行才能进行

注销，但为销户跑趟外地不划算，不销户又担心欠

费会影响个人信用。

到 2019年底，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睡

眠卡”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将大大方

便群众，省去了往返跑腿的辛苦，也免除影响信用

的后顾之忧。

2019 年年底前，制定规范
水电气暖等收费的意见

方案要求，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供电、供水、

供气、供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及医院、银行等服务机

构，要从方便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出发，提高服务

质量和效率，大幅压减自来水、电力、燃气、供暖办

理时间，提高相关政策透明度，大力推行 APP 办

事、移动支付等。

在时间表上，方案明确，2019年底前研究制定

规范水电气暖等行业收费、管理、服务等方面的综

合性意见。

水电气暖等行业收费与每个人有关，以后收

费不仅会更透明，办理时间也将大幅缩短。

2020年 6月底前，全面推广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证明难

题”长期困扰着群众，名目繁多的各种证明也让居

委会等组织不堪重负。

方案提出，2020年 6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

项告知承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万能

居委会”、“社区万能章”等问题。

记者注意到，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19年 4月

底，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 13000多项。

今年 5月份，司法部已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试点工作方案》，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群众

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2020年 6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用承诺替代证明，“证明难题”有望进一步缓

解。⑥4

据中新社电

国务院发文明确时间表

这些民生难题将限期解决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13 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3日

表示，大规模恶意破坏行为如果持

续，可能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

深渊”。她呼吁社会各界反对暴

力、维护法治，待社会恢复平静后

真诚对话、重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林

郑月娥在出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

过去一星期，大规模恶意破坏行动

在香港各区蔓延。一些人以自由

或正义的名义，但其实不断做出破

坏行为，目无法纪，损害香港法治。

她批评，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

而大规模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

法机关，鼓吹仇警、黑警言论，利用

一些未经证实的图片、短片恶意攻

击警务人员，甚至将攻击蔓延到警

员家属。她强调，香港警队是香港

法治的重要支柱。这种将警方与

市民摆在对立面的做法，对香港完

全没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

开放、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

会，如果暴力持续，恐怕也将出现

五劳七伤，要复原需要漫长时间，

700多万人的安居乐业、生活稳定

将无以为继。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

慌乱、恢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

让香港经济复原，都需要首先停止

暴力。希望社会各界放下歧见，共

同反对暴力，尽快恢复秩序。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复会

林郑月娥呼吁共同反对暴力

香港警方 12 日表示，从 9 日到

12 日，警方拘捕了 149 人，其中包括

111 名男子和 38 名女子，年龄在 15

岁至 53 岁之间，涉及罪行包括非法

集结、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

藏有攻击性武器、藏有危险品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

邓炳强 12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过

去一连串示威活动当中，激进示威

者 胡 作 非 为 ，不 断 将 暴 力 程 度 升

级，并将暴力事件延伸至全港，对

广大市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困扰，威

胁市民人身安全。

邓 炳 强 说 ，当 有 人 犯 法 的 时

候，警察一定要执法，他呼吁示威

者不要再以暴力方法扰乱香港社

会 秩 序 ，并 希 望 社 会 尽 快 恢 复 平

静。⑥4

相关链接《《《

香港警方再拘捕149名激进示威者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

至当日 16 时，台风“利奇马”共造

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

建、河北、辽宁、吉林 9省市 1288.4

万人受灾，204 万人紧急转移安

置。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向江

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5省市

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3.78

亿元，用于 5省市近期群发性地质

灾害应急救灾工作。

据统计，此次台风还造成 1.3

万间房屋倒塌，11.9万间不同程度

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996 千公

顷。各地 4.2万余名消防指战员共

参加抢险救援 6382 起，营救遇险

和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2447人。

8 月 13 日，国家防总、应急管

理部部署台风“利奇马”后期防御

救援救灾工作，强调台风“利奇马”

虽已停止编号，但强降雨带来的危

害依然很大。东北地区将迎来新

一轮强降雨，要细化实化工作措

施，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包保责任

落实到村到户到单位，进一步排查

灾害风险点，防范因自然灾害引发

的安全生产事故。山东省及以南

致灾地区要加强灾后救助和恢复

重建工作，做好灾情统计，确保受

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

喝、有安全住处，对受灾群众要返

回居住的房屋、复产复工的厂矿进

行评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当日下午，应急管理部还启动

了对辽宁的应急救灾响应。⑥4

“利奇马”已致1288.4万人受灾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5省市下拨3.78亿元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