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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300多家媒体报告履责情况

我国将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300万以下人口城市取消落户限制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12日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放
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
登记户口制度。

根据方案，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
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
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
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
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
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
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显
著提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

根据方案，到2025年，“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全面形成，城市群承载人口和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重
点都市圈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轨道上的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建成。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
心功能有序疏解，大中城市功能品质进一步提升，小城
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
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

司负责人表示，必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突破口，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
共资源合理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
差距。

截至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5，城镇化
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2021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近
日发布。这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工作开展以来，连续第九次
发布有关报告。今年，从中央新闻单位到县级融媒体中心共
300多家媒体发布报告，发布媒体数量是去年的3倍，26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部分地区
实现省市县三级媒体覆盖。

2021年，各媒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大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凝聚起团结奋进
的磅礴力量。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百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报道中，广大新闻工作者强化责任意
识、践行忠诚担当，积极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以实
际行动展现了新闻战线的好形象、新作为，新闻舆论工作呈现
新气象、取得新业绩，营造了同庆百年华诞、共铸历史伟业的
浓厚舆论氛围。
各媒体按照中宣部、中国记协印发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

制度实施办法》要求，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
人文关怀责任、文化责任、安全责任、道德责任、保障权益责
任、合法经营责任等方面，对2021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
报告。其中，160多家媒体还制作了形式多样、传播广泛的多
媒体版报告，多角度展示媒体融合成效，增强了报告可读性、
生动性，扩大了报告的传播力、影响力。

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
会和各省（区、市）新闻道德委员会将对媒体发布的报告开展
评议打分。

2014年，11家试点媒体首次发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报
告。此后，发布报告的媒体范围不断扩大，媒体社会责任报告
制度建设日益完善，有力推进了新时代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
队伍建设。

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介绍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举措与成效。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国泰民安，民之所盼。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忠实履
行刑事审判职责，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更加可见、可触、可感。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亮在发布会上介绍，通过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一批涉黑涉恶的
犯罪分子和“保护伞”受到严惩；依法惩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妨害疫情防控、环境污染等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2021
年人民法院判处刑事案件中有84.6%的案件都是三年有期徒
刑以下的轻刑案件，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
“从餐桌到用药，从头顶到脚下，从实体到网络，我们全方

位守护百姓的平安。”沈亮说。

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
构建外商投资企业纠纷专业化审判格局，保障高水平对

外开放；聚焦电子商务等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发布关于审理网
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全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从2013年的
10.1万件增长到2021年的57.7万件……

2016年至2021年，全国人民法庭审结案件2537.7万件，
约占基层法院结案总数的25%；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蓬勃发
展，7.8万个调解组织和32万名调解员进驻法院调解平台，平
均每分钟有51件纠纷在网上成功调解；法庭布局持续优化，
依托马背法庭、背包法庭等开展巡回审判，司法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愈加畅通。

司法守护民生福祉

民生连民心。十年来，人民法院不断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让群众拥有更多法治获得感。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及教育、
就业、医疗、住房等各类涉民事案件3600余万件，出台涉食品
药品、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争议、医疗损害责任等民生领域
司法解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家门背后不是法外之地。十年来，人民法院制定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司法解释，依法审理“离婚家务补偿案”等
案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近1.1万份。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2日电 2022年7月12日，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蒙永山受贿一案，对被告人蒙永山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对蒙永山
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蒙永山当庭表示
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21年，被告人蒙永山利用担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青海省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职
务提拔、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亲属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12万余元。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蒙永山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蒙永山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作为司
法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预、插手司法活动，部分涉案财
物未能追缴到案，依法应当从严惩处；蒙永山在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期间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供述绝大部
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事实，构成自首，其所受贿赂中有100
万元系未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综合以上情节，法庭遂作
出上述判决。

聚焦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举措与成效

近十年依法审结

民生案件3600余万件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

蒙永山受贿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南京7月12日电（记者 彭韵佳 邱冰清）第
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12日在江苏南京产生拟
中选结果。此次集采有60种药品采购成功，327个拟中选
产品平均降价48%，按约定采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
用185亿元。

此次集采药品涉及31个治疗类别，包括高血压、糖尿
病、抗感染、消化道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
肝癌、肾癌、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群众受益面广、获得感
强。以肝癌一线靶向药仑伐替尼胶囊为例，每粒从108元

下降到平均18元，一个治疗周期可节约费用8100元。在降血
压领域首次纳入缓控释剂型，硝苯地平控释片降价58%、美托
洛尔缓释片降价53%，高血压患者用药负担明显减轻。
此外，美国辉瑞公司的替加环素、日本安斯泰来公司的米

卡芬净、西班牙艾美罗公司的依巴斯汀、意大利博莱科信谊公
司的典帕醇等4个原研药中选，平均降价67%。
国家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及中选企业做好中

选结果落地实施工作，确保全国患者于2022年11月用上本次
集采降价后的中选产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潘洁 叶昊鸣）记者
1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交
通运输部印发了《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出国家公路网到
2035年的布局方案，规划总规模约46.1万公里。

在当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在国家高速公路网方
面，规划总里程约16.2万公里，由7条首都放射线、11条北
南纵线、18条东西横线，以及6条地区环线、12条都市圈环
线、30条城市绕城环线、31条并行线、163条联络线组成，未
来建设改造需求约5.8万公里，其中含扩容改造约3万公
里。在普通国道网方面，规划总里程约29.9万公里，由12
条首都放射线、47条北南纵线、60条东西横线，以及182条
联络线组成，未来建设改造需求约11万公里。
为高质量推动国家公路网建设，规划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实

施要求，包括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注重创新
赋能发展、注重与产业融合发展、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首条中欧班列线路中欧班列（重庆）第10000列重箱折列接车仪式11日在杜伊斯堡市DIT场站举行。图为7

月11日在德国杜伊斯堡市拍摄的中欧班列（重庆）第10000列重箱折列接车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国家公路网规划》发布

到2035年公路网规划

总规模约46.1万公里

■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总里程约16.2万公里，由7
条首都放射线、11条北南纵线、18条东西横线，以及6条地
区环线、12条都市圈环线、30条城市绕城环线、31条并行
线、163条联络线组成，未来建设改造需求约5.8万公里，
其中含扩容改造约3万公里。

■ 普通国道网规划总里程约29.9万公里，由12条首
都放射线、47条北南纵线、60条东西横线，以及182条联
络线组成，未来建设改造需求约11万公里。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7月12日通报，7月8日
凌晨，胡某和王某某、李某某等人在南昌市青云谱区聚会。
经警方核查，7月9日，胡某在得知王某某、李某某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阳性病例后，为逃避流调核查，教唆王某某等二人
在接受防疫工作人员询问时，故意隐瞒聚会事实。
通报指出，胡某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执行政府在紧急

状态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给疫情防控造成较大风险隐
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之规
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胡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

据新华社电

江西南昌警方通报
一男子教唆阳性人员

隐瞒聚会事实被拘留

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48%

此次集采药品涉及31个治疗类别，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抗感染、消化道疾病
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肝癌、肾癌、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

首条中欧班列线路第10000列重箱折列抵达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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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抢抓重大机遇打开新局面
盛夏时节，万物并秀。从太行山区到渤海之滨，从坝上

草原到冀中平原，一派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九次赴河北考察，作出

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河北打赢脱贫攻坚战，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河北借势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
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以解放思想、奋发
进取的自觉行动，努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

加快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点

京哈高速香河出口附近，韵达华北转运中心，一辆十几米
长的厢式货车上的快递正陆续被放在传输带上进行智能分拣。

2019年，韵达快递总部从北京搬迁至河北廊坊市香河
县，实现当年签约当年运营。韵达华北转运中心办公室主
任刘勇军说，搬至香河后，公司整体揽收能力扩大了一倍
多，实现日最大揽收500万单。

这既是一场地理位置的“大迁徙”，也是一次生产力的
重塑。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河北抓牢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不断在服务京津中寻求新
的突破。

2014年以来，河北已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1万个，
其中法人单位2.9万个。全省43个承接平台引进京津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5163亿元。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航指
路、把脉定向。这座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
五年来，正通过地下、地上、“云”上三座“新城”同步建设。

规划面积38平方公里的启动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首要承载地。截至目前，除首批3家央企总部迁建在这
里，央企在雄安设立分公司、子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达100
余家；产业园、科学园、大学城、金融岛、创新坊建设正强力
推进；首批4所高校、2家医院项目正抓紧建设。

从零起步进行数字化城市建设，全国首个城市级智能
基础设施平台基本建成；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首次全域实

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孪生共建，新区每建设一栋楼，都会
在数字雄安平台上生成一栋“数字大楼”。

截至2021年底，雄安新区累计完成投资3500多亿元。
着眼于城市显雏形、出形象的总体目标，今年安排230多个
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2000多亿元。

塞外山城张家口乘冬奥机遇交出发展的优异答卷：作
为我国唯一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可再生能源
装机规模达2347万千瓦，较2015年增长约1300万千瓦；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不断从规划迈向现实，两地携手努力打
造国际冰雪运动与休闲旅游胜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示范区和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

高质量发展让经济呈现新气象

夏日的太行山深处，郁郁葱葱。阜平县骆驼湾村村口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一栋栋灰瓦
黄墙的民居错落有致，一个个农家院整洁干净。

通过发展旅游、种植食用菌、建设扶贫车间，这个十年
前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小山村，2021年底人均纯收入增
长到17480元。如今唐宗秀和老伴儿在村里做保洁、搞绿
化，两人每月收入4000多元，家里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电
动车等一应俱全。
在阜平，越来越多的村庄打开山门，让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2020年2月，阜平县脱贫摘帽。全县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由2012年的3262元增长到目前的12342元。

阜平县的变化是河北打赢脱贫攻坚战、接续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去年全省62个脱贫县全部被确定为省
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15项政策支持特色产业发展，老
百姓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十年来，河北实施“制造强省”战略，解决产业结构不合

理问题，努力实现综合实力新跨越。
作为钢铁第一大省，2013年时河北钢铁产能占到全国

四分之一。“一钢独大”的结构曾带来产业失衡、“心肺之患”。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幅压减过剩产能，“十三五”期间，

河北钢铁生产企业由107家减至68家，钢铁产能由峰值的
3.2亿吨压减到2亿吨以内，超额完成国家去产能任务。同

时，压减退出水泥产能7704.9万吨、平板玻璃产能9483.5万重
量箱、焦炭3869.4万吨。
动能转换转出新气象。2021年，河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1.5%，比2012年高10.7个百分点；电
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达到2367.7亿元，是2012年的2.5倍；培育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累计2989家，是十年前的近30倍。

绘就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图景

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地点，拍摄同一片天空，记录当日空
气状况。从2014年1月初开始，石家庄摄影爱好者王汝春的
这个举动从未间断。
王汝春说，污染严重的时候，对面的楼都看不清。如今照

片里的“灰蒙蒙”越来越少，蓝色越来越多。他已经把照片文
件夹从原来的“追踪雾霾”改名为“追踪蓝天”。
“天空写真”，见证了河北的绿色发展之路。“2021年，河

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69天，较2013年多了4个月；重污
染天数较2013年减少64天，降幅达87.7%。”河北省生态环境
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刘芸芸说，全国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
河北一度占了7个，今年开始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
部退出全国“后十”。

登上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月亮山望海楼，举目眺望，一片
“绿海”尽收眼底。60年来，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艰苦奋
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沙漠成绿洲的人间奇迹。但多年持续
造林，塞罕坝可造林的地面越来越少。2017年以来，塞罕坝
人将土壤贫瘠、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作为攻坚造林重点，5年
累计造林10.2万亩，林场内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

开启“二次创业”的塞罕坝是河北“绿变”的典型代表。十
年来，河北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要义，加
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提升产业集聚区环境管理水
平；严禁围填海违法行为，严肃查处矿山开采违法行为；巩固大
气污染治理、白洋淀水质提升成效；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燕赵儿女努力在对接京
津、服务京津中发展自己，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营造良好人居
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