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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1月7日电（记者
秦婧 闫起磊）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7日通报，6日0时至24时，河北
省新增51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其中石家庄市报告50例（2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邢台市报告1例（为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2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和疑似病例。

6日0时至24时，河北省新
增 69 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其

中石家庄市报告 67 例，邢台市
报告2例。

截至6日24时，河北省现有
本地确诊病例90例 （重型5例、
普通型84例、轻型1例）、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2例（普通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367例（含境外输
入 34 例），累计死亡病例 6 例，
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429 例、
境外输入病例36例。尚在医学观
察本地无症状感染者144例、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5例。

我省6日新增51例本地确诊病例

新华社石家庄1月7日电（记者
李继伟 巩志宏）1月6日晚，河北
邢台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首场
新闻发布会，邢台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邓素雪介绍，邢台市全面开展排
查流调和核酸筛查，精准追根溯
源。1月 3日，第一时间将首批3

例确诊患者的核酸样本，由河北省
疾控中心送至国家疾控中心开展基
因测序，根据 6 日上午反馈的结
果，病毒传播与欧洲输入病毒高度
同源，具有流行病学联系，从而明
确了本次疫情的流行病学途径。

邓素雪介绍，1月4日，邢台

市抽调了854人组成的87支专业
流调队伍和864人组成的29支专
业检测队伍进驻南宫市全面开展工
作，先后筛查确诊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密接者
1092人，次密接者929人，全部进
行了核酸检测，发出协查通报921

份。截至 6 日 16 时，对南宫市
362819 名常住人口进行了全员采
样检测，其中已出结果 360647
人，还有2172人正在检测中。从6
日8时起，邢台市集中5.4万人的
专业队伍，实行全员核酸检测，计
划3天完成任务。

邢台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公布：与欧洲输入病毒高度同源

新华社石家庄1月7日电（记者
闫起磊 杨帆）记者从河北省石家
庄市卫健委了解到，6日河北省卫
健委已紧急从省内其他地市抽调
1000名医务人员支援石家庄疫情
防控，7日将再抽调2000名医务人
员，全力推进全员核酸检测。

石家庄市卫健委副主任张东生
介绍，石家庄充分调动全市核酸检
测资源，鼓励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
到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之中，“以乡
镇、街道办事处一级，行政村、居委
会二级”构建两级网格，划定一级网

格331个，二级网格5298个，建立工
作台账，确保居民“有人联系、有人
负责、有人组织、有人服务”。

同时，石家庄以乡镇、社区、居
民小区、行政村等为单位共设置采
样点5011个，并且在人数较多或居
住分散的网格内开设多个场所，推
进核酸检测工作。

此外，当地还充分调动医疗、
疾控、街道办、派出所等机构，实行
点对点、人对人的方式，固定场
所、固定地点、固定人员，按照
工作人员数量与区域常住人口数
量相匹配的原则，配足配齐采样
场所人员和环境消杀人员，明确
各岗位工作职责与工作流程，压
实工作责任，确保完成该市人口
全员核酸检测的任务。

河北抽调 名医务人员支援石家庄
●石家庄充分调动全市核酸

检测资源，鼓励第三方检测机构参
与到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之中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收录了条例
全文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同志对条例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单行本，已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单行本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全文和中央统战部负责
人就《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答记者问相关内容。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单行本出版

据新华社合肥1月 7日电（记者
徐海涛 刘方强）32年前，人类历史上
首次量子通信在实验室诞生，传输了
32厘米。而今，中国人将这个距离扩展
了1400多万倍，实现了从地面到太空
的多用户通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日
宣布，中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跨越
4600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标志
着我国已构建出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
通信网雏形。该成果已在英国《自然》
杂志上刊发。

量子通信是量子科技三大方向之
一，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在该领域实
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大转变。2016
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建成世界
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

“墨子号”牵手“京沪干线”，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陈宇翱、彭承志

等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
宇研究组、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及中
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合作，构建
了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经过两
年多稳定性、安全性测试，实现了跨越
4600公里的多用户量子密钥分发。

据了解，整个网络覆盖我国四省
三市32个节点，包括北京、济南、合肥
和上海4个量子城域网，通过两个卫星
地面站与“墨子号”相连，总距离4600
公里，目前已接入金融、电力、政务等
行业的150多家用户。

基于“不可分割”“不可克隆”等量
子特性，量子通信被称为“原理上无条
件安全”的通信方式，在多领域具有应
用前景。星地量子通信网的建成，为未
来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网”奠定科技
基础，也为相对论、引力波等科学研
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天地实验室”。

从32厘米到4600公里！

中国构建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

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举行示威游行。
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6日发生暴力示威。部分示威者冲进国会大

厦，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一人死亡，当时正在举行的认证大选结果的国会
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也被迫中断。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邓仙来 孙丁）美国东部时间7日凌晨，历
时近15个小时的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在经历示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波折
后结束。会议确认，拜登赢得306张选举人票，特朗普获得232张选举人
票，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确认！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 美国警方6日说，部分示威者当天对国会大
厦的暴力冲击已造成4人死亡。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代理局长罗伯特·康蒂当晚举行新闻发布会
说，1名死者是暴力冲击中遭国会警察开枪射击的女性，另有1名女性和2名男
性在紧急救治过程中死亡。此外，至少14名警察受伤，52名示威者被逮捕。

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宣布，由于部分示威者可能将暴力示威持续至
20日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华盛顿公共紧急状态将延长15天。此前华盛顿已宣
布于当地时间6日18时至7日6时实施宵禁。

美示威者冲击国会大厦已造成4人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邓仙来 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凌晨
发表声明说，尽管不同意总统选举结果，但定于1月20日的政权交接将有
序进行。

特朗普承诺有序进行政权交接

据新华社利马1月6日电 秘鲁总
统萨加斯蒂6日在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时宣布，秘鲁已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购
买该集团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协议，首
批100万剂疫苗将于本月抵达秘鲁。

萨加斯蒂还表示，中国国药集团

在秘鲁进行的新冠灭活疫苗III期临床
试验显示了疫苗的有效性。

秘鲁卫生部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60例，累
计确诊 1022018 例；新增死亡病例 52
例，累计死亡37925例。

秘鲁宣布购买中国新冠灭活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7日电（记者
白阳）司法部7日发布公告称，2020年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
试成绩将于1月8日公布。

应试人员可自1月8日8时起通过
司法部网站、司法部微信公众号和中国
普法网、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
成绩，自行下载打印成绩通知单。

据悉，今年主观题考试全国统一合

格分数线为 108 分。根据有关政策规
定，继续对艰苦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实
行放宽合格分数线政策。主观题考试放
宽合格分数线分为三档，其中：西藏自
治区放宽合格分数线为85分；青海、四
川、云南、甘肃四省涉藏州县，四川凉山
州、云南怒江州和甘肃临夏州等“三区
三州”放宽合格分数线为90分；其他放
宽地方合格分数线为95分。

今起可查2020年法考主观题成绩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王雨萧

便民热线号码多、记不住，热
线服务资源分散，电话难接通，群
众办事多头找……这些困扰你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今后有望
通过拨打“12345”解决！

国办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
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
见》，明确今年底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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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7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围绕社会关切的热点问
题进行了回应。

哪些热线将合并？哪些
将保留？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办
公室主任、国务院审改办协调局局
长迪晶介绍，指导意见规定，对于
地方自行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要求全部取消号码并入 12345
热线；对于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但
在地方接听的热线，具体涉及32条
热线，按照要求以 3 种方式并入
12345热线——

整体并入。取消话务量相对较
少、企业和群众拨打频率比较低的
一些热线和座席，整体并入 12345
热线。

双号并行。对于群众知晓率比
较高、话务量比较大的，实行双号
并行，保留号码，话务座席并入
12345热线统一管理。

设分中心。对于实行垂直管理
的国务院部门在地方设立的热线，
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入所在地区的
12345热线，保留号码和话务座席。

迪晶表示，指导意见鼓励各地
区开展探索，建立 12345 热线和
110、119、120、122 等紧急热线以
及水电气热等公共事业服务热线的
联动机制；支持京津冀、长三角、
成渝等地区建立区域内12345联动
机制。

哪些烦心事可以打
12345热线？

根 据 指 导 意 见 ， 归 并 后 的
12345热线将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
非紧急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
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咨询、求助、投
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

但不受理须通过诉讼、仲裁、
纪检监察、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
开等程序解决的事项和已进入信访
渠道的事项，以及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违反社会公
序良俗的事项。

“坚持诉求受理和业务办理相
衔接。12345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
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

替部门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
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
置等，形成高效协同机制。”迪晶说。

问题和诉求如何及时得
到反馈？

接线时间过长、反映问题后石
沉大海怎么办？指导意见明确优化
工作流程，建立诉求分级分类办理
机制。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政府副
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
长王军介绍，北京市探索通过对群
众诉求“闻风而动，接诉即办”来
推动解决群众身边事。此外，将出
台北京市接诉即办条例，将以
12345热线为群众诉求主渠道的制
度和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
表示，今后市民遇到交通类问题，既
可以拨打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
话12328，也可拨打12345热线。同时，
将利用这次归并契机，力争人工电话
接听率达到99%，并在目前平均电话
接听等待时间34秒基础上，不断缩短
时间，让群众和企业少等待。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
韩国荣表示，全国税务系统统一服
务热线12366将以分中心形式归并
到所在地的12345热线，保留号码
和话务座席，进一步完善纳税人缴
费人诉求的接收、转办、办理、评
价、回访以及考评等全流程闭环处

理机制，持续提升响应率、解决率
和满意率。

政务服务效果怎么考
核？

更好地发挥热线为民服务作
用，督办评价是关键一环。那么，
如何用好考核机制，确保热线打进
老百姓心坎里？

王军介绍，北京在接诉即办改
革中，健全以响应率、解决率、满
意率为基础的“三率”考评指标体
系，通过电话、短信、智能回访等
形式，让群众对诉求办理情况作出
评价。

此外，针对重点领域、重点问
题、重点任务，召开月度例会、专
班会等，对诉求办理进行督导和检
查，特别是对群众关注、媒体反映
的热点问题、普遍问题加大督办力
度，每月跟进督办，直至问题解
决；每月对考评结果进行点评，诉
求办理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使用、评
先评优的重要参考。

韩国荣表示，今后将把政务
热线归并工作纳入全国税务系统
的年度绩效考核，加强对诉求办
理问题解决率、纳税人满意率等
指标的综合评价，确保问题有人
解、诉求有人办、过程有人督，
整体提升热线归并后的服务质量
和工作效率。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操心事、烦心事，今后有事就打“12345”
——“12345”政务服务“总客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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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在沈阳市皇姑区向工街管控区域出入口处，一位工作人员在寒风中做出了加油的手势。
1月7日，沈阳市迎来入冬以来最低气温，当日最低气温达到零下27摄氏度。在沈阳市疫情中风险地区

抗疫一线的工作者们，用各自的奉献与坚守，温暖了这座城市。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新华社沈阳1月7日电 辽宁
省卫生健康委7日发布，1月6日0
时至24时，辽宁省新增1例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属普通型病例，为
沈阳市报告；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为沈阳市报告。

截至6日24时，辽宁省累计报
告确诊病例374例（含境外输入71
例），治愈出院300例，死亡2例，在
院治疗72例。目前，尚有27例无症
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辽宁6日新增1例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侠克）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7 日通
报，1月6日0时至24时，北京市
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例。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表示，当
前，北京市局部聚集性疫情已得到
初步控制，但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国内部分地区也出现疫情，外
防输入压力依然较大，市民应继续
增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
常通风、少聚集，不要前往境外和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及出差。

北京6日无新增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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