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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2020年
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汇报

汇聚众智促进做好政府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国台办

所谓大陆因素阻碍BNT辉瑞疫苗
售台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

一组数字，串起牛年新春——零售和
餐饮消费超过8200亿元，电影票房突破78
亿元大关，超过1亿“原年人”选择就地过
年，6.6亿件包裹上演年货“新春运”……

这个春节，就让我们数一数，“数字”里
藏着哪些过年新姿势？

8210亿元！
牛年消费“new”范儿足

这个春节，14亿中国人的购买力有
多“牛”？

据商务部监测，2月11日至17日，全国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821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28.7%。春
节假期，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
络支付交易79.37亿笔，金额4.98万亿元。

一张年货清单，不仅装点了“年”的仪式
感，更映射着消费趋势、代际变化和社会变迁。

今年春节，“90后”“00后”登上家庭舞
台C位，成为新晋年货“主理人”。在天猫
年货节上，“90后”的下单比重超过六成。

“小时候过年，冰箱里塞满了鸡鸭鱼
肉，就为了春节那几天给我们解解馋。今
年我置办年货，给爸妈买了按摩椅和洗碗
机，坚果零食也都是挑少油少盐的，吃着更
健康。”家住天津的“90后”吴彤对记者说。
消费升级趋势下，“健康”“绿色”“科

技”成为国人购物车里的关键词。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苏宁易购智能厨电

销售增长170%，主打净味杀菌、干湿分储等
功能的高端智能冰箱，线下销量增长77%。
“原年人”的餐桌上，年夜饭消费生态

正在悄然改变。
防疫带动年夜饭“从大堂到线上”。京东

大数据显示，从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五，年夜饭
礼盒、年货礼盒、方便菜等相关产品比去年农
历同期增长90%；农历腊月二十八至除夕，某
外卖平台年夜饭半成品销量同比增长4倍。
一键下单“云”上约饭、半成品礼盒拯

救厨房小白、直播间里大厨在线教学……
特殊的春节，年夜饭花式“开席”，抚慰异乡
人的胃和心。
就地过年，以往在春节略显“冷清”的

大城市商业体，在今年迎来久违的“高流
量”——王府井商业街客流超53万人次，
杭州湖滨步行街综合体销售额较去年同期
增长486%。春节期间，全国热门商圈支
付宝交易金额平均增长108%。

6.6亿件包裹！
年货“狂奔”上演“新春运”

特殊之年，我们见证了一个不用“抢
票”的春运。
据统计，在各地倡议之下，今年全国超过

1亿人选择就地过年。数据显示，春节7天假
期全国共发送旅客9841.6万人次，比2019年
同期下降76.8%，比2020年同期下降34.8%。
人未回乡，一份份思念却搭着包裹飘

向远方。
贵州酸菜、湖南腊肉、云南火腿……各

地年货“反向狂奔”，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新春运”。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

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6.6亿
件，同比增长260%；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五，
京东平台的异地订单成交额比去年农历同
期增长58%；菜鸟数据显示，腊八到小年，从
县区寄往大城市的包裹平均增长两成以上。
“腊肉、香肠、炸酥肉，爸妈寄来的年货

塞了满满一冰箱，虽然没能回家过年，但家
乡的味道一点也没变。”老家在四川的刘梓

萌说，就地过年就是为战“疫”做贡献，期待疫
情早日消散，明年春节和家人一起团圆。

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往年春
节相比，高速公路流量下降约20%，一些城市市
区交通流量较往年春节相比有所上升。

地方相关部门也“各显神通”，亮出多项
便民举措。广州推出多条“如约专线”，直达
大型花市和特色景区；浙江嵊州全市241个
行政村设立了“四好农村路”物流服务网点，
让老乡们网购、寄年货更方便；宁夏固原推广
“全微通”农村客运服务平台等新业态，打通
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为确保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各地公
安交管部门日均投入警力15.4万人次、警车
5.3万余辆次，全力守护节日平安。

票房破78亿元！
看电影、本地游成过年“标配”

看电影、就近游、密室逃脱……这个春节，
“原年人”就地过年的“打开方式”并不单调。

在北京西单大悦城10层的首都电影院，
尽管已经晚上10时，检票口依然排着长长的
观影队伍。“大半年没看过电影了，没想到春
节档这么火，今天好不容易刷到两张票，赶紧
下单约了好朋友过来。”第一次在北京过年的
周妍说。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除夕至正月初六，
全国电影票房达78.22亿元，再次刷新春节档
票房纪录；支付宝数据显示，春节日均观影买
票人数增加超560%。

就地过年，旅游方式有哪些新变化？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本地游、周边游、短

途自驾游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飞猪平台数
据显示，“本地游”预订量同比涨超660%；根
据同程航旅数据，周边游整体环比涨幅达
289%，部分城市周边游同比增长300%以上。

关中民居错落有致、潺潺流水绕村而
过……距离西安市区1小时车程的西咸新区
泾河新城茯茶小镇，春节期间游客络绎不绝，
仅2月13日当天，小镇就接待游客5.6万余人
次，是2019年春节同期的5倍多。

短途游带动了城市郊区度假酒店、民宿
等预订火爆。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北京延庆、密云等郊区住宿消费同比增
长3倍以上，上海崇明、青浦等郊区住宿消费
增长2倍以上。

别样牛年，充满别样“云”味。“云拜年”
“云聚会”“云红包”，变的是欢庆和分享的方
式，不变的是浓浓年味和暖暖亲情。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据新华社长沙2月18日电（记者 帅
才）“一想到上班就焦虑烦躁”“大吃大喝导致
急性胰腺炎”“晚上睡不着早上又起不来”……
记者调查发现，春节假期结束，患上“节后综合
征”的患者明显增加。专家提醒，应及时进行
心理调节，减少“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不适。

湖南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
主任曾宪祥告诉记者，春节假期过后，不少
人会表现出焦虑、郁闷、烦躁等不良情绪，
有些人甚至对上班怀有恐惧心理，还有一
些人会出现睡眠紊乱、多梦易醒、厌食等症
状，这些都是“节后综合征”的表现。

专家介绍，“节后综合征”一般在节后一
周左右可恢复，如果超过两周还存在精神不
振、抑郁、焦虑、失眠、厌食等问题，应及时求
助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

专家建议，“上班族”节后要注意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尽量早睡早起，尽早适应工
作“生物钟”；心血管病患者、老年人等群体
应讲究饮食清淡、吃动平衡的原则，做一些
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有氧运动，保证身心健
康；学生应避免沉迷于手机，多参加户外运
动，及时做好计划，对于学习抱有积极心态。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魏
玉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
18日数据显示，春节假期七天（除夕至初
六）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
9841.6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76.8%，
比2020年同期下降34.8%。

在高速公路方面，春节假期，全国高速
公路累计流量21965.15万辆，同比2019年
下降20.27%，同比2020年上升118.26%。

记者了解到，18日全国预计发送旅客
2144万人次，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70万人
次，公路1330万人次，水路48万人次，民航96
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流量2949万辆。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假期
最后一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应对返
程客流，强化运输服务保障。

出行

发送旅客比去年下降34.8%

节后综合征

收好这份防治指南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再次传来佳音：全国高风险地区18
日全部清零。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从
18日零时起：将黑龙江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裕田街道、呼兰区建设路街道风险的等级调
整为低风险。目前全国还有中风险等级地区
4个，分别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黑龙江
省绥化市望奎县和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新
高苑一期小区，以及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的
五个小区。

记者18日从吉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2月17日0至24时，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有13例确诊病例达到新冠肺炎
出院标准，治愈出院。

17日0—24时，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由日本鹤见
进入哈尔滨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当日

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8例，解除无症状感
染者医学观察12例。截至17日24时，黑龙江
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1例（普通型31例，轻
型10例）；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普通
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50例。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18日公布，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要求，经上海市防控办研究决定，从2月
19日0时起，将浦东新区高东镇新高苑一期
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2
月19日0时起，上海市全部为低风险地区。
上海市将持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向好，各地也
频频传来复工复产的好消息：记者从吉林省
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了解到，截至
2月17日，通化医药高新区有24户企业复工
复产，其中15户工业企业恢复生产，5户商贸
企业和4户服务业企业恢复经营。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8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2020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
理情况汇报，要求汇聚众智促进做好政府工作、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是政
府履职为民的内在要求，是凝聚共识做好政府工作的制度性
安排。去年，面对建议提案数量增多、办理时间短等情况，国
务院各部门克服疫情影响等多重困难，创新和完善办理工作
机制，共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8108件、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4115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88.3%和84.9%。通过
办理建议提案，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约3700条，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约1500项，有力推动了“六稳”“六保”工
作，促进了脱贫攻坚、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解决民生
领域难题等相关工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对已采纳的
意见建议要持续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今年全国两会在即，要围绕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把听取代表委员意见
建议、办理建议提案作为政府工作重要内容，融入政府决策和
政策措施落实中，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一是认真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听取和收集意见建议有
关工作。二是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办理
建议提案与推进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进一步提
高办理建议提案的质量。四是压实责任，建立办理台账，明确
时限，及时办结。五是国办要加强对办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
监督指导。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孙少
龙）民政部18日公布2021年第一批共计10
家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提醒社会公众
谨防上当受骗。

这10家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包括：中国
美学研究会、中国区块链委员会、中非文化
友谊协会、中国爱国文艺家协会、中国志愿
者协会、中国文化建设委员会、国际华人艺
术协会、中国党史研究会、中华余氏宗亲联
合会、中国复合型人才培养协会。

据介绍，近年来，民政部门持续开展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依法处置了大批
非法社会组织，有效净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环
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一些组织
和人员仍然罔顾法律红线，继续违法开展活
动。为进一步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充分发挥
社会监督作用，民政部现将2021年第一批涉
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予以公布。
同时，社会各界可登录“中国社会组织政

务服务平台”（http://www.chinanpo.gov.
cn/）的“投诉举报”栏目，提供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的活动线索。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罗沙）
记者18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日
前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进
一步引导广大法官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释法说理，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
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
向作用。

最高法司改办负责人表示，这份意
见要求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深入阐释
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
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为人民群众
在实施见义勇为、正当防卫以及维护公
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时，在遇到“扶不扶”
“劝不劝”“管不管”等法律和道德难题
时，亮明立场，辨明方向，让司法有力量、
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
有保障。

根据意见，对于涉及国家利益、重大

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涉及疫情
防控、抢险救灾、英烈保护、见义勇为、正当
防卫、紧急避险、助人为乐等，可能引发社会
道德评价的案件等6类案件的裁判文书，人
民法院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
意见提出，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

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除了可以适用习惯
以外，法官还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指引，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如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法官应当根据立
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作出司法裁
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阐述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
案件涉及多种价值取向的，法官应当依

据立法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定以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确定适
用于个案的价值取向，并在裁判文书中详细
阐明依据及其理由。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8日应询
表示，所谓大陆因素阻碍BNT辉瑞疫苗售台的说法，完全是
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再次暴露某些民进党政客无道德无底
线的政治本性。

有记者问：据台媒报道，台防疫部门负责人声称，原订向
德国BNT公司购买的500万剂新冠疫苗，因大陆阻挠导致合
约无法签订，自己遭外界批评不透明，是“有苦难言”。对此
有何评论？马晓光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指出，上海复星集团早在2020年3月就与德国
BNT公司签约，参与BNT疫苗研发并拥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
台地区的独家代理权。在此情况下，台湾有关机构为什么绕
过上海复星集团向德国BNT公司购买疫苗？为什么刻意隐
瞒上海复星集团参与疫苗研发的事实？有什么难言之隐？
未能签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应该向广大台湾同胞讲
清楚说明白。台湾媒体早有报道，台湾有公司2020年下半年
就寻求向复星集团洽购这一疫苗，但却被台湾有关方面阻
止。这其中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情？民进党当局有关人
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谓“有苦难言”，其实就是自相矛盾、
无法自圆其说，就是因为他们“反陆抗陆”的政治操弄作祟。

马晓光表示，台湾地区迄今无法及时获得新冠肺炎疫
苗，真正苦的是翘首期待能早日接种疫苗的广大百姓。出路
明明就摆在那里，民进党当局政客以民众福祉为代价玩弄阴
谋，性质极其恶劣。在这个问题上，靠隐瞒真相和颠倒黑白
是过不了关的。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政客，造谣诽谤推卸不
了责任，去除心魔才能解民之苦。

春节假期结束，高校寒假也接近尾声。根据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要求，截至2月18日，北京、湖北、黑龙江、安徽等多地
高校已明确延期开学，将通过分批分类、错峰开学、申请审批、
线上授课等方式，迎接春季学期到来。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多所高校已发布通知，将学生返校时
间延后。北京大学将开学时间改为3月8日，较此前校历安排
延后两周。中国人民大学调整为3月1日，比原定春季学期推
迟一周。北京理工大学学生整体返校时间推迟约3周。

目前，清华大学是开学较早的学校之一。该校将在2月
19日、20日、21日迎来学生集中返校，预计返校人数约1.8万
人。学校安排返校专线巴士接送学生，降低交叉感染风
险。2月27日、3月6日，学校将为返校学生进行两次集中核
酸检测。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少高校提出未经允许，学生不得提
前返校，并开启申请审批制度。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3月8日
开学，学生于3月3日至6日分批返校，返校前须提供7日内有
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和龙江健康码绿码，
在“HIT学工信息系统”申请返校。

针对不同风险地区的学生，不少高校作出精细化管理。
例如，对于来自低风险地区，且无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的学生，凭健康码绿码等申请返校；中高风险地区学生原则
上不得返校，待所在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凭健康码绿码、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申请返校。有发热、咳嗽、乏力、
咽痛、腹泻等症状的学生暂不返校，待治疗无症状后再报到。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据新华社昆明2月18日电（记者 丁怡全）据昆明铁路公
安处消息，近日，该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旅行社火车票代售点为失
信人员违规购买火车票案件。目前，涉案代售点已停业整顿。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失信人员不能购买G字头动车组列
车和软卧车票。今年1月底，昆明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通过
票源调查，发现多名被限制高消费的失信人员持有高铁和软
卧车票。经查，这些失信人员所持车票均由昆明、丽江和大理
的3家火车票代售点售出。

随后，昆明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侦查员调查走访了涉案
售票点，售票点负责人董某如实交代了为失信人员违规购票
的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被采取强制措施，涉案火车票代售
点被停业整顿，违规购买火车票的失信人员移交原判决法院
进行处理。

自主调整返校时间

多地高校延期开学

云南

侦破失信人员违规购火车票案

聚焦疫情防控

全国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2月18日，哈尔滨市高、中风险区域全部清零。图为人们在哈尔滨湘江公园
游玩。 新华社发

民政部公布2021年首批名单

警惕10家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最高法发文推动以公正裁判树立价值导向

破解“扶不扶”“管不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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