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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央各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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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怎样的民生清单？

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开会议，部署 2018
年工作。

食品安全婴幼儿乳粉配方管理
办法生效

环保跨区域防控大气污染

2018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依
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等
规范，继续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监管和检查，
在年内完成对全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
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工作。
部署开展酒类产品、畜禽水产品、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督促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环保部将全面启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计
划。持续推进散煤和机动车污染治理。稳步推
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加大推进煤改气、煤改电
力度。进一步完善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大
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稳步推进成渝、东北、长
江中游城市群等其他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工作。
此外，住建部将推进 46 个重点城市形成若
干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实现“三个全覆盖”，即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责任全覆盖，生活垃圾分
类类别全覆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
处理系统全覆盖。

旅游重拳整治旅游乱象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规划，未来 3 年，将推出
“鹰眼计划”
“利剑行动”等多项整治措施，并实
资料照片
施《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体联合惩戒
备忘录》，在旅游法规、监管形式、景区保障等多
医疗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
难群体，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
社保落户推进异地就医住院费 方面出重拳依法治旅，净化旅游环境。
公安部施行出入境 8 大便民举措，包括同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 年将推 工人员和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纳入保障范围，
放宽城市户籍准入
一省内就近办签证、港澳台旅游签注 24 小时自
动三级医院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服务比例，推 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实现应保尽 用结算、
人社部表示，将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助办理、免费出入境证件照相服务等，方便大家
行分时段预约诊疗和集中预约检查检验，预约 保。
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制 出行。
时段精确到１小时，全国所有医联体实现远程
就业创业关注青年群体就业
度，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深入推进跨
医疗全覆盖。同时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网络通信严厉打击网络传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
将把高校毕 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继续延长
和质量，把更多的人才技术、财力物力、优惠政
电信诈骗
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做 一年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
策向基层倾斜。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
工信部表示，将实现高速光纤宽带网络城
此外，工信部、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和改 好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革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共同 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困难人员帮扶等工 动放宽城市户籍准入条件和居住证制度全面落 乡全面覆盖，实现 4G 网络覆盖和速率进一步提
地。
升。
组织开展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到 2020 作。
进一步加快公务员分类改革，实施职务与
针对高发的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电信网络
年实现 100 种小品种药的集中生产和稳定供
养老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
职级并行制度，协同推进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
应。
诈骗等问题，公安部将集中组织开展打击电信
类公务员分类管理；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 价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犯公民
教育努力解决入园难
革，抓紧研究并推出县以下事业单位管理岗位
民政部将继续开展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 个人信息、黑客攻击、网络黑产等网络违法犯
设专项行动。制定养老机构等级划分和评定标 罪。
为缓解入园难问题，将在大力发展公办园 职员等级晋升制度试点方案等。
准，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
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
消费减免税、打假、赔偿先付让
扶贫减贫超 1000 万人
价体系。探索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务，大力支持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地区、城乡接
“买买买”
更放心
国务院扶贫办表示，2018 年还将减贫超过 推动省级层面全面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
合部和两孩政策新增人口集中地区新建、改扩
1000 万人，预计有 100 个左右贫困县宣布脱贫 老年人补贴制度。
商务部将全面启动“消费升级行动计划”，
建幼儿园。
教育部表示，将进一步扩大高考改革试点， 摘帽。
收入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 包括打造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搭建国际消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重点安排与脱贫攻坚关
费新平台等。完善免税政策，推进已经批准的
增加北京、天津、山东、海南４个省份。建立师
革试点
口岸进境免税等。
德失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报制度，营造风清气 系密切、带动效果直接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人社部将尽快出台实施国有企业工资决定
服务设施建设，加大以工代赈投入力度，激发贫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建立联合打假工作机
正教育行风。
机制改革意见，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
制，开展跨领域、跨区域联合打假，定期公布各
改革，开展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稳慎把握
住房保障增加公租房供给
与此同时，民政部将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
地 12315 投诉量。全面推行经营者首问制度，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频率和幅度；扩大公立医
鼓励引导电商平台、大型商场、超市等建立赔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2018 年将全力做 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确保农村低保标准
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研究建立公务员和企业
先付制度，
并以有效方式向社会公开。
好公租房工作，增加公租房实物供给，持续提升 动态高于国家扶贫标准，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
相当人员工资调查比较制度。
据新华社
公租房保障能力，优先保障环卫、公交等行业困 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兜底保障。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强：
本院受理原告刘文章、
张春亚诉被告陈国强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
因被告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
应诉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4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8 年 2 月 12 日

李德恩：
本院受理原告东俊山与被告李德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青 2801 民初
229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 年 2 月 12 日

张帮刚（身份证号：372823195802125611）、彭素娟（身份证
号：
13032119720914294X）、都兰天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西宁三田雍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张帮刚、彭素娟、都兰天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青 0103 执 111
号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2018 年 2 月 12 日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谢占军：
本院受理原告张青寿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衙门庄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8 年 2 月 12 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志强（身份证号：
632521196504047511）：
本院审理原告刘金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2018 年 2 月 12 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玲（身份证号：
630102197110142067）：
本院受理原告齐军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青 0102 民初 348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2018 年 2 月 12 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富荣：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东乐都支行诉你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青 0202 民初 18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2018 年 2 月 12 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景武：
本院受理原告敬克德诉被告青海广馨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李景武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青 0202 民初 18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0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2018 年 2 月 12 日

李景武：
本院受理原告黄勇诉被告青海广馨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李景武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青 0202 民初 18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8 年 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