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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9 日公布了
2019年 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统计表，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 4
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数据。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公布的月报统计
表中，首次增加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条目，并将其细化为“贯彻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态
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在履职尽责、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
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
影响高质量发展”“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
极应付、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
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文山会海反弹
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察检查考
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
重负担”等 4 类突出问题，和“其他”问
题。根据通报，2019 年，全国共查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7.49 万起，处理党员
干部 10.80万人。

此外，新公布的数据统计指标还对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类型作出调整，将
原数据统计指标中的 9类问题调整为“违
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公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
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其他”等 6类问
题。根据通报，2019 年全国共查处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6.14 万起，处理党员
干部 8.62万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调整数据统计指标，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
纪委四次全会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数据统计指
标体系“指挥棒”“风向标”重要作用，全
面落实实事求是、依规依纪、精准处置的
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保持工
作定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紧盯薄弱环节严查享乐、奢靡
问题，驰而不息纠治“四风”，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提供作风保障。 据新华社电

2020年我国经济运行走势如何？春节
期间猪肉供应有保障吗？2020年如何推动
重大项目投资？在 1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对这
些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延续当前经济运行积极变化有条件、
有基础

“从 2019 年 12 月份数据看，当前经济
运行呈现积极变化，稳中有进。”孟玮说，生
产增速小幅回升，市场需求有所回暖，市场
预期出现改善，价格走势基本平稳。

她说，这些积极变化，是一系列政策效
应的结果，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
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后期随着各项政策
措施逐步落地见效，相信这些积极变化的
延续是有条件、有基础的。

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长 4.5％。其中，一产、二产、
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增长 4.5％、
3.1％、9.5％和 5.7％，三产用电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分地区看，全国 28 个省（区、市）
用电正增长，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
治区实现 10％以上的两位数增长。2019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 3.5％。

孟玮指出，虽然当前国内外环境和形
势严峻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但从 2020 年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保持平
稳运行的基础依然坚实、有利条件依然较
多。

“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不会改变。”孟玮强调，扎实做好各项经济
工作，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提
高供给体系质量，进一步激发发展内生动
力，进一步培育壮大发展动力源，能够保持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切实保障春节期间居民猪肉消费需求
春节临近，猪肉消费进入高峰期。孟

玮说，随着前期生猪稳产保供一系列政策
措施落地生效，生猪产能恢复加快，目前猪
肉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禽肉、水
产品等替代品产量也明显增加。

她说，为切实保障春节期间居民猪肉
消费需求，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
方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节日市场供应稳定。

一是加大冻猪肉储备投放，自冬至前
10 天至腊月十五，已分 6 批次合计投放约
15 万吨中央冻猪肉储备，全国大多数省份
及主要城市也结合当地市场形势，联动进

行投放，增加猪肉市场供应。
二是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为保障低收

入群体生活不受价格上涨因素影响，加大
督促力度，指导各地落实好保障补贴机
制。最新统计，各地已向困难群众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112.5亿元。

三是加强市场监管，坚决打击哄抬物
价、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各类价格违法违
规行为，切实维护良好有序的市场秩序。

“今后一段时间，包括春节以后，我们
还将继续加大组织投放冻猪肉储备。”孟玮
说。

2020年加大城镇老旧小区和配套基础
设施改造等建设

孟玮说，2020年，将进一步发挥中央预
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集中力量加大对
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的投入力度。

“加大对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和高等级公路规划建设，
加大对重大水利工程以及城镇老旧小区和
配套基础设施改造等建设。加快计划执行
进度，尽快在 2020 年形成实物工作量。”她
说。

孟玮说，2020年，国家发改委将按照集
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要求，聚
焦产业升级、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民生保
障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扎实推进落实
补短板、稳投资各项重点任务。

她强调，着力抓好储备项目，重点是储
备实施一批补短板重大项目，督促地方加
大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力度，发挥投资关
键作用；着力用好专项债券，督促项目加快
开工建设；着力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着
力激发民间投资。

2019年降低用能成本近1500亿元
孟玮介绍，2019年，国家发改委分两批

出台降电价措施，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846
亿元，在 2018 年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10％
的基础上，2019 年全国一般工商业平均电
价再降低 10％。此外，通过增值税率调整
同步降低成品油、天然气和跨省管道运输
价格，全年降低用户成本支出 650 亿元以
上。合计降低用能成本近 1500亿元。

她说，2019 年，通过降低、合并港口等
收费，取消、降低铁路收费，降低公路、民用
机场等收费，降低物流成本超过 170 亿元。
同时，清理规范相关服务收费，涉及金额近
27亿元；降低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涉
及金额 60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 1月 19 日电 针对新华
社此前报道部分汽车客运站在销售汽车
客票时，违背乘客意愿搭售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的行为，交通运输部 19日回应称，将
指导相关地方交通运输部门会同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督促相关客运站认真开展核
查、整改工作，在汽车客运站售票窗口等
醒目位置明示保险自主购买提示和保险
价格，杜绝默认搭售保险。

记者近日走访河南、甘肃、安徽等
地汽车站发现，旅客在买汽车票时被搭
售 1元、2元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
此，交通运输部表示，已组织各地交通
运输部门，在春运期间通过明察暗访等
方式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强

制搭售保险等违规行为，督促客运站立
行立改；通过媒体、客运站、客车等渠
道向社会广泛宣传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
监督电话，对乘客投诉举报的强制搭售
保险等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进行深
入核查、认真处理、及时反馈，切实维
护消费者权益。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部分汽
车客运站在销售汽车客票时，违背乘客意
愿搭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自愿
订立，不得利用职务或者职业便利强迫、
引诱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等相关规定，侵
害了乘客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人民群众出
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交通运输部：杜绝默认搭售保险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月
18 日给 74 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全体
官兵回信，勉励他们牢记强军目标，传承
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把“硬骨头精
神”发扬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并
向官兵们和他们的家人致以新春祝福。回
信全文如下：

“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
你们好！来信收悉。2004年，我专程到

连队看望了你们。得知你们移防后发扬光荣
传统，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我感到很高兴。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希望你们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
因，苦练打赢本领，把“硬骨头精神”发扬
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春节快要到了，我向你们和你们的家
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习近平
2020年1月18日

“硬骨头六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
英雄连队。1964年，该连被国防部授予“硬
骨头六连”荣誉称号。习近平心系基层、情
系官兵，对“硬骨头六连”一直十分关心。

2004年，习近平专门出席连队命名 40周年
纪念大会，亲切看望连队。2014 年古田全
军政治工作会议时，习近平接见连队时任
指导员，向全连官兵表示亲切问候。近日，

“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满怀深情给习主席
写信，汇报他们移防以来工作、学习等方面
情况，表达牢记习主席嘱托、发扬光荣传
统、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决心。

4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查处数据首次公布

2020年我国经济
保持平稳运行基础坚实

1 月 19 日，游客在福建武夷山景区宋街游览。新春临近，福建武夷山景区张灯结
彩，呈现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迎接游客的到来。

新华社发

这 是 1 月
19 日拍摄的山
西 省 运 城 市 平
流雾景观（无人
机照片）。

当日，山西
省 运 城 市 上 空
出 现 平 流 雾 景
观，建筑物在雾
气中若隐若现。

新华社发

习近平给“硬骨头六连”全体官兵回信
勉励他们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 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