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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

政务服务“总客服”12345一号通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

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除
110、119、120、122等紧急热
线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
并，今年年底前，各地区设立
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
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实现一个号码服务，各
地区归并后的热线统一为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以下简称12345热线），提供
“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
务。同时，优化流程和资源配
置，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
服务紧密衔接，确保企业和群
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
时得到处置和办理，使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

准、办得更实，打造政务服务
“总客服”。

《意见》强调，要坚持属地
管理和部门指导相统筹、诉求
受理和业务办理相衔接、便民
高效和专业支撑相结合、互联
互通和协同发展相促进。《意
见》确定了三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加快各地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归并。明确热线归
并方式。企业和群众拨打频
率较低的热线，取消号码，统
一归并到12345热线。话务
量大、社会知晓度高的热线，
保留号码，与12345热线双号
并行。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
院部门在各地区设立的热线，
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到12345
热线，建立电话转接机制。充
分发挥各地区在热线归并和
管理服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要求各地区分级分类推进热

线归并，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
指导支持，确保热线归并平稳
过渡，热线服务水平不降低，
业务有序办理。

二是优化 12345 热线运
行机制。建立健全热线工作
管理体系，明确 12345 热线
管理机构和受理范围。优化
工作流程，建立诉求分级分
类办理机制。建立统一的信
息共享规则，强化信息安全
保障，推进各级 12345 热线
平台向同级有关部门实时推
送所需的全量数据。建立热
线工作督办问责机制，加强
综合评价，压实诉求办理单
位责任。

三是加强 12345 热线能
力建设。做好热线接通能力
保障建设，拓展受理渠道，加
强热线知识库建设应用和队
伍建设。

一波促消费政策来袭 这些领域将迎来利好

鼓励有关城市增加号牌指标投放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5 日

电 商务部等12部门5日印发
通知，对提振汽车、家电、餐饮
消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等方
面作出具体安排，这将进一步
激发我国消费潜力，相关领域
消费也将迎来利好。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此
前表示，汽车、家电、餐饮等大
宗消费、重点消费，是消费市
场的顶梁柱，是扩大内需、建
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领域。
农村消费是消费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发展潜力巨大。

通知对促进相关领域消
费提出具体举措。以稳定和扩

大汽车消费为例，通知提出，
鼓励有关城市优化限购措施，
增加号牌指标投放。改善汽车
使用条件，加强停车场、充电
桩等设施建设等。

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
方面，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对淘汰旧家电家具并购买绿
色智能家电、环保家具给予补
贴等。提振餐饮消费方面，提
出促进绿色餐饮发展；鼓励餐
饮企业丰富提升菜品，创新线
上线下经营模式等。补齐农村
消费短板弱项方面，提出完善
农村流通体系，以扩大县域乡
镇消费为抓手带动农村消费，

加强县域乡镇商贸设施和到
村物流站点建设等。

通知还强化政策保障，
提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
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流通行业
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等
举措。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
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说，相
关举措具体而务实，抓住了提
振消费的关键领域，特别是有
利于进一步激发农村消费潜
力。举措的落地将有助于进一
步提升消费者信心，实现扩大
消费与改善居民生活品质的
结合。

官宣！
今日起这些火车票可免退票费

本报讯 1 月 6 日记者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针对近日全国部
分地区出现多点零星散发
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为
配合各地政府减少人员流
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
员聚集疫情防控政策的落
实，铁路部门对旅客列车车

票退票规定做出如下调整：
自2021年1月7日0时起，
旅客在车站、铁路12306网
站（含手机客户端）等各渠
道办理2021年 1月 6日 24
时前已购列车的有效车票
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
费，购买的铁路乘意险一同
办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周雪珂 毛淑婉

乌鲁木齐航空在郑州机场新开两条航线

郑州去博鳌和珠海又有新选择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本报讯 2021年春节将
至，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需
要，郑州机场与乌鲁木齐航空
积极协商合作，决定开通乌鲁
木齐⇌郑州⇌博鳌、郑州⇌珠
海两条旅游热门航线。

据了解，乌鲁木齐⇌郑
州⇌博鳌航线于1月6日开
通，班期为每日一班，往返航
班号为UQ2567/68。航班飞
行时间为：7:55乌鲁木齐起
飞，11:50到达郑州，13:00
郑州起飞，16:15到达博鳌；
回程时间为：17:05博鳌起

飞，20:00到达郑州，21：05
郑州起飞，次日1:30抵达乌
鲁木齐。

郑州⇌珠海航线于1月8
日开通，每周周一、周五执飞
一 班, 往 返 航 班 号 为
UQ3529/30。航班飞行时间
为：08:15郑州起飞，10:50到
达珠海；回程时间为：12:30
珠海起飞，15:00抵达郑州。
航线开通后，将为旅客提供
更加丰富的出行时刻选择，
有效缓解春运期间旅客购票
的压力。

省财政下达约13亿元资金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41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周雪轲

本报讯 1月 6日记者从
河南省财政厅获悉，为提高预
算完整性，尽快发挥财政资金
效益，根据省级预算和中央财
政专项资金安排，省财政近日
下达资金约13亿元，用于全
省市县各类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文物保护，以及
对部分公共体育场馆进行奖
励和补贴，保障老百姓更好地

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据了解，这些资金中，

8.69亿元用于支持我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支
持2929个符合条件的免费开
放的各类公共博物馆、纪念
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共
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
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4.1亿
元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

于文物抢险保护、文物本体修
缮、文物数字化保护、环境治
理等方面。

剩余2716万元资金用于
支持我省41个公共体育场馆
（即观众座位数20000个以上
的体育场、座位数3000个以
上的体育馆、座位数1500个
以上的游泳馆）向社会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

郑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时间延长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瞧 实习生 张晓瑞

本报讯 1月 6日记者从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为进
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落实居民医疗保险应保

尽保，切实保障城乡居民医疗
保障待遇，现就延长郑州市城
乡居民医保缴费时间公布如
下：郑州市2021年城乡居民

医保费的缴费期限延长至
2021年3月20日。在延长期
内缴费的，从缴费次月起开始
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郑州第一家海绵型公园开园
该园位于郑州市花园路原长途汽车北站旧址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悦生
实习生 吴晗月 通讯员 张秋红 孙伟杰 文图

本报讯 近日，郑州第一
家海绵型公园“雨园”正式建
成向市民开放。该园位于郑
州市花园路原长途汽车北站
旧址。2019年 5月正式开
工，公园位于花园路渠北路
东北角，占地1.4万平方米，
投资1000余万元。

诗意建园是建园主题，
雨“余”谐音，预示着“年年有

余”，“余”有未尽之意，体现
中国古典园林的留白思想。
使游人在传统园林艺术的熏
陶和潜移默化中，感悟“雨露
滋润，孕育万物”的自然特
色。园内建筑以宋元素为基
调，营造出曲廊水榭、凉亭挑
檐、流水淙淙、奇石嶙峋、植
被葱茏的景象。雨园的建成
受到周边市民的欢迎。

“雨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