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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白阳） 司法
部日前印发“十四五”时期司法行政事业发展
规划，围绕“十四五”时期司法行政事业主要
发展目标，谋划部署9个方面的重大举措、重
点任务，明确未来司法行政工作的主要发展指
标。

根据规划，要全面加强行政立法，突出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工作；推动行

政立法工作加速提质增效，强化法规规章备案审
查，加强地方行政立法。要建设完备的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大力推动律师业发展，贯彻落实法律
援助法，完善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解、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推进法律服务队伍规
范化建设。

在推进依法行政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法治
政府建设推进机制，持续推动政府提升依法履职

能力，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加快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责任体系改革
和建设，加快“智慧法治”建设与应用。

规划还明确，全面推进司法所工作，完善人
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进一步提升社会治
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提高监狱工作水平，扎实推
进社区矫正、司法行政戒毒和安置帮教工作，深
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司法部出台“十四五”时期司法行政事业发展规划 疫情防控提示

截至2021年9月14日6时，全国疫情
风险等级划定为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
区5个。

2个高风险地区
福建省2个: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厦

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业园以东、同明路
以西、集安路以南、集贤路以北的区域。

5个中风险地区
福建省4个: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后沈

村、仙游县赖店镇象岭村、仙游县园庄镇大
埔村，泉州市泉港区界山镇东丘村。

云南省1个：瑞丽市勐卯镇姐东村委会
大等贺村民小组。

提醒广大群众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区

返（来）白要及时向社区（村屯）、单位登
记报备，配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请广大群
众提高警惕，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确有特殊情况必须前往的要及时
向所属社区（村屯）、单位报备。

当前国际、国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广大群众要树牢常态化防控意识，养成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一
米线距离、使用公筷公勺等良好卫生习惯。
广大群众要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尽早形
成人群免疫屏障，有效阻断疫情发生和传
播。如出现发热、干咳、咽痛、乏力、嗅
（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请做好个人防
护，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
诊。就医过程中应戴好口罩，并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9月13日，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包河大队民警教学生们学习交警手势。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姚公社区在合肥市锦城小学开展“交通安全教育进校园”活

动，邀请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包河大队民警为孩子们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助力新学期安全
出行。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我
国
自
主
研
发
的
智
能
航
行
船
舶
在
青
岛
海
试

新华社青岛9月14日电（记者王
凯） 9月14日，在青岛海事部门保障
下，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航行300TEU
集装箱商船“智飞”号，在青岛女岛海
区成功开展海试。

据介绍，300TEU集装箱商船“智
飞”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具有智能航行
能力、面向商业运营的运输货船，也是
目前在建的全球吨位较大的智能航行船
舶。该船总长约 110 米，型宽约 15
米，型深10米，设计航速为12节。

记者了解到，“智飞”号集成并安
装有我国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完全自主
研发的自主航行系统，并首次在同一船
舶上实现直流化、智能化两大技术跨
越，具有人工驾驶、远程遥控驾驶和无
人自主航行三种驾驶模式，能够实现航
行环境智能感知认知、自主循迹、航线
自主规划、智能避碰、自动靠离泊和远
程遥控驾驶。通过5G、卫星通信等多
网多模通信系统，可以与港口、航运、
海事、航保等岸基生产、服务、调度控
制、监管等机构、设施实现协同。

此外，“智飞”号还配备船舶航行
辅助系统，以便在人工驾驶模式下为驾
驶员提供信息、环境认知、避碰决策、
安全预警等全方位的辅助支持。

9月13日，在全椒县马厂镇黄庵村，农技专家和种粮大户在田间“看禾选种”（无人机照
片）。

当日，安徽省全椒县举办水稻新品种观摩暨秋种动员大会，展示了17个新品种水稻。通
过“看禾选种”鉴定新品种的特性，筛选推广适合当地栽培的优质高产新品种，促进农业增产
增效。 新华社发（沈果摄）

为进一步深入推动我市四大行业整治工作
的实施，强化对四大行业整治工作的社会监
督,动员全社会力量发现和举报四大行业内的
违法行为，市政法举报中心和各相关单位设立
举报电话，现公告如下：

市政法举报中心：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366685
市公安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252018

反电信诈骗专线 96110
市住建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363792
市自然资源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352173
市交通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678230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

白城市四大行业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9月14日，游客在纳林陶亥镇一个采煤沉陷区通过生态修复建成的景区内游玩。
近年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持续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实施采煤沉陷

区生态修复“一矿一策”规划编制和复垦区综合治理方案规划设计，打造矿山公园和景区，形
成田园综合体，促进旅游业与农牧业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王正摄）

广西：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不动产登记“城乡通办”新体系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9月6日，广西桂南农村商业银行崇左市山秀
分理处的客户经理张树钦在银行网点为群众办理
抵押权预告登记，从交件到发证仅用了15分钟。

近年来，广西在深化“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改革、实现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基础
上，打破城乡壁垒，构建涵盖2200多个便民服务
点和2600多个银行网点的“城乡通办”新体系，
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
有力支撑。

向乡村延伸，不动产登记实现“就近办”。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局局长黄晓辉介绍，为
推动不动产登记由“拼速度”向“优服务”延
伸，从2020年起，广西积极推动不动产登记窗口
向乡村延伸，农村群众既可网上申请办理业务，
也可就近到办理点提交申请材料办理，尽量让农
民“办证不出门、领证不出村”。

截至今年7月底，广西农村地区不动产登记
便民点达2200多个，形成了自治区、市、县、乡
镇、村五级全覆盖的不动产登记“城乡通办”体
系。今年1月至7月，广西通过乡村延伸网点办理
农村不动产登记57.8万多宗，实现了全自治区范
围不动产登记“就近办”“即时办”。

向银行延伸，抵押登记实现“网点办”。广西
以便企利民作为出发点，着力打造遍布全自治区
的抵押登记延伸服务体系。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
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建立抵押登记战略协作关
系，将不动产登记系统与建设银行系统衔接，将
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延伸至广西所有建设银行网
点。同时，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推动抵押
登记进一步向银行网点延伸。

2020年以来，广西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
金融网点，累计办理抵押登记170多万宗，帮助

实现民间融资4.67万亿元，其中企业融资3.31万
亿元，群众贷款1.36万亿元。

向“掌”上延伸，不动产登记实现“异地
办”。针对越来越多的“异地办”需求，自治区自
然资源厅统一设立综合窗口，将50多项不动产登
记标准化业务纳入“全区通办”系统，推动不动
产登记实现了从“见面办”向“掌上办”、从“时
间更短”向“服务更优”拓展。各地不动产登记
机构只需按照“服务统一、标准一致”的要求，
即可受理不同地区的登记申请业务，办事群众无
须返回不动产所在地办理。

黄晓辉介绍，不动产登记改革以来，广西不
动产登记办事环节已由12个优化至3个以内，登
记材料由12件压减至4件以内，办理时限由10个
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

（新华社南宁9月14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徐鹏航 邱冰清）
为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
防与控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感染发生，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 《医疗机构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第三
版）》，要求对部分重点科室、部门工作人员实
行闭环管理。

指南要求，对参与相关诊疗工作人员要加强管
理，必要时，可集中封闭管理，并根据疫情流行情况
和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需要时可合理开展胸部

CT、血常规、抗体检测等检验检查。收治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隔离病区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针对发热门诊，指南明确，接诊入境、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以及集中隔离点发热患者等高风险
人群的发热门诊，所有工作人员要严格闭环管理。

对于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定点医院及病
区，指南要求，定点医院隔离病区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医务、管理、安保、保洁、餐饮、医疗废物
收集转运等人员）及其他直接或间接接触新冠病
毒感染者的工作人员（包括专门为新冠病毒感染

者提供服务的影像学检查等医务人员、闭环管理
人员的通勤车司机等）应当严格实行闭环管理，
工作期间安排单人单间集中居住，所有人员在驻
地与定点医院间两点一线出行，固定通勤车辆，
不得在定点医院内安排驻地。

指南表示，医疗机构应当合理调配人力资源
和安排班次，优先保障隔离病区、发热门诊及核
酸检测等重点部门的诊疗需求，医务人员相对固
定，缩短可能暴露的时间，避免医务人员过度疲
劳，提供营养膳食，保障医务人员充分休息。

最新版医疗机构内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指南来了

这些人员要实行闭环管理

（上接一版）
9月6日，事涉单位又组织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复查，该酒店已将燃煤设施拆除，燃料改
用天然气，同时已将老旧油烟净化设施更换完
毕。事涉单位要求该酒店按照油烟净化设施说
明书技术要求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正
常稳定运行。接下来，洮南市城管局将委派工
作人员不定期检查油烟净化设施维护和使用情
况，保证油烟净化设施稳定运行，减轻气味等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经过多部门的协调配合，洮南市快速整治
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附近居民的称赞，大家表

示困扰许久的空气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也可以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环保督察快速有效为大
家解决了实际问题。

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环保督察是
对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检
验，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发展的重大机
遇。他们不仅要在当下解决好困扰群众的环
境污染问题，并要持续加强日常监管，把群
众对案件办理满意度作为环境问题整改的第一
标准。同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多做“回头
看”工作。“一条龙”服务扎实推进环保督察
边督边改工作。

（上接一版）搜集野生动物线索、发放宣传资料，
救助受伤的鸟类，为候鸟回归做好各项准备。该
护飞队连续几年配合镇赉县政府组建的护鸟队与
莫莫格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为候鸟站岗值班，开
展春秋两季为期4个月的“护飞行动”。队员们穿
着的马甲和乘坐的车辆上都有醒目的“大熊猫”
标志，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志愿者和护飞队的工作
表示称赞支持，护飞队伍也逐渐壮大。镇赉县护
飞志愿服务活动多次受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的表扬、奖励和当地政府的表彰。镇赉县林草
局、莫莫格保护区多名干部还组成了今年看护候

鸟的“专业队”，连日的野外驻守，队员们皮肤晒
黑了，人累瘦了，但看到翩翩起舞的候鸟都很欣
慰，人们都说这是一群幸福的护鸟人。

镇赉县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吉林省最大的湿
地保留地——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位于其
中，这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的通
道。莫莫格保护区普查到鸟类共298种，国家Ⅰ
级保护鸟类22种，Ⅱ级保护鸟类49种。《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极危物种白鹤每年春秋两季在这里
停歇100余天，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白鹤之乡”
由此落誉镇赉。

镇赉县坚持不懈狠抓生态保护工作，采取广
播电视、网络平台播放、发布，发宣传单、进社
区、进课堂宣讲等宣传方式让候鸟保护深入人
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野外环境和社区居民
对候鸟越来越友好，镇赉县近几年夏候鸟回归的
种类逐渐增多，鸿雁、白骨顶鸡、野鸭、鸊鷉等
水鸟繁殖量持续攀升，大鸨、百灵、云雀等在草
原生活的珍稀鸟类也得到了有效保护，猛禽、游
禽、鸣禽随处可见，县城南湖成为了候鸟云集的

“打卡地”，看荷花、听鸟鸣丰富了鹤乡人的业余
文化生活，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

金秋时节候鸟归来 护鸟卫士真情守护洮南市立行立改 快速整治环境污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