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份证办理看似小事，却是习近平总书记挂在心头上的民生大事

多种措施全面提升身份证管理水平
■新华社记者 毛鑫 熊丰

（一）

8月 17日上午，拿着即将于 9天后过期
的身份证， 西安小伙朱智文走进广州市公安
局海珠区分局办证大厅， 希望换领一张新身
份证。能不能办？朱智文心里没底。一来他只
是来广州公司总部参加培训， 并非长期工作
生活于此； 二来自己服务的二级公司也不是
在广州注册的， 不太符合在广州异地办理身
份证的条件。

他决定碰碰运气：如果办不了，就回家
办！从广州到西安，1600多公里，飞机两个多
小时，高铁 7 个半小时，普速列车 22 小时，

往返一趟得耗时三四天， 花费 500 至 2000

多元不等。“不管哪种方式， 都是花钱花时
间，而且耽误工作。”朱智文说。

办证过程比他想的顺利得多。户政民警
彭素云在了解朱智文的情况后，只让他填写
了一份在广州居住的声明书，便受理了他的
申请。填表签字、录入指纹、微信缴费，短短
10分钟，朱智文就办好了全部手续，拿到了
回执单。从过去的三四天到现在的 10分钟，

身份证异地办理使很多像朱智文一样的人
免去了人在“证”途的奔波之苦。“过去不能

异地办理身份证，症结在于各地户籍数据库
不相通，无法异地核实身份。”彭素云说，如
今，信息通了，能让数据多“跑”的路，群众都
不用再跑了。

过去，对很多身在异地奔波打拼的人来
说，都经历过身份证丢失、到期“说不出的
痛”：千辛万苦回去一趟，费钱费时费力，万
一资料不全，白跑一趟。来广州工作 3 年两
次丢失身份证的张苗，品尝过补办身份证的
两种“滋味”。张苗的老家是河北保定。2016

年，刚到广州工作的她丢了身份证，打听了
一圈，她只有一个选择：回到原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办理。

“当时恰逢春运，我只好提前请了假，在火
车站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明乘车回家，这才把证
补办好。”张苗回忆。然而，2017年 8月，张苗
的身份证又丢了。这次，刚出台的“身份证异地
办理政策”救了她的急。人不用回去，家里的户
口本寄来即可。张苗很快让家人把户口本寄过
来， 在办证大厅提交了全部资料，1个月后收
到了新证件。

（二）

身份证办理的相关事，看似小事，却是
习近平总书记挂在心头上的民生大事。2015

年 8月 18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议
强调，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
和丢失招领制度， 是一项便民利民服务举
措。并通过了公安部研究起草的《关于建立
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
制度的意见》。

公安部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不断创新居民身份证
服务管理机制，“让信息多跑路， 让群众少
跑腿 ”。 身份证异地办理改革进入快车
道——

2016年 7月，全国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
县市启动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老百姓不用
千里迢迢来回奔波补办身份证；

2017年 7月 1日，公安部宣布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在全
国全面实施；

2019年 3月，公安部进一步简化办理流
程，户口本不再列为必需材料；

……

从本人跑到户口本 “跑” 再到数据
“跑”，短短几年间，身份证异地办理的流程
一再简化。“身份证丢了、到期了，在居住地
就近随到随办，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只
要十几分钟。”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京
生表示。

这是一张惠民的成绩单：截至目前，各地
公安机关共设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 2.6万
个，累计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逾 2800万张。

（三）

科技+互联网，正不断改变政务服务模式。

在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办证大厅工作 17

年的彭素云告诉记者，以前窗口只受理广州市
民的办证需求， 如今则要服务近千万流动人
口，任务重了很多，但她表示相信，智能终端将
减轻工作负担。 在办证大厅一楼的自助办证
区，彭素云指着其中几台机器对记者说，现在
广东省内户籍居民都可以在这几台智能终端
上完成全部办证流程。

全国异地受理、 群众就近换领补领挂失、

相片“多拍优选”……小小身份证，连接亿万民
众，情暖千家万户。

记者了解，近年来，公安部着眼群众需求，

通过多种措施全面提升身份证管理水平。身份
证登记指纹信息工作的全面推进、失效身份证
信息系统的建成，为防止身份证被冒用加上了
一道“双保险”；同时，会同社会用证部门建立
健全联动机制，要求用证单位认真履行核查义
务，防止伪造、买卖、冒用身份证等行为给群众
权益带来损失。

（据新华社广州 8月 23日电）

系统治污 压实责任
栗战书指出推进水

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23日下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栗战书
委员长出席会议并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

栗战书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法律的
规定，认真落实责任，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总
体上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法律实施不到
位的问题还较突出，法律责任的落实还有差
距，从总体上看，我国水生态环境状况不容
乐观。要按照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针对
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水污染防
治法的贯彻实施。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对照法律条款，压
实法律责任，使法律规定成为各级各部门和
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强化法定重点领域
和重点问题的治理，坚持系统治污，强化科
技支撑，依法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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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规定

进一步规范光荣牌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为进一步

规范光荣牌相关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
印发 《光荣牌悬挂服务管理工作规定 (试
行)》。《规定》是对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
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的落实和细化。

《规定》包括总则、悬挂范围、组织实施、

生产制作和分发、监督管理、附则等 6章，明
确了给谁挂、谁来挂、怎么挂、怎么管等具体
问题，规范了光荣牌制作、新发、补发、更换、

收回、 取消和恢复悬挂等全部工作流程，细
化了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和工作标准。

国办：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推动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意见》提出，继续推动国有景区门票降价，拓展文化
和旅游消费信贷业务。提高消费便捷程度。推动实施移动
支付便民示范工程， 鼓励把文化消费嵌入各类消费场所。

提升入境旅游环境。鼓励各地开发一批适应外国游客需求
的旅游线路、目的地、旅游演艺及特色商品。推进消费试点
示范。确定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
并动态考核，鼓励建设集合文创商店、特色书店、小剧场等
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地。

外交部驳美加官员涉孟晚舟事件言论

美加一唱一和颠倒黑白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3日

表示，美国、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一唱一和，颠倒黑白，

上演的是一出政治闹剧。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22日，美国务卿蓬佩
奥在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共见记者时称，中方将孟晚舟和
2 名加公民被拘这两件事视作对等的且在道义上相似的
事，但中方是任意拘禁加公民，而加方是以正派国家之道
实施法治，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弗里兰称，孟晚舟引渡事
宜是刑事司法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美国、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一唱一和，颠倒黑白，

上演的是一出政治闹剧， 再次证明这一事件的政治属性。

公理和正义自在人心。”耿爽说，美方一手炮制孟晚舟事件
并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加方在其中扮演了
很不光彩的角色。

“孟晚舟事件同 2名加拿大公民个案性质完全不同。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康明凯、迈克尔系因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被依法逮捕。”耿爽说。他指出，美、

加在孟晚舟事件上所作所为才是任意拘禁公民，两国滥用
双边引渡条约，严重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完全是出于
政治目的，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各国对其做法都应
警惕，防止掉入“美国陷阱”。

台风“白鹿”将两次登陆我国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中央气象

台 23日消息，预计今年第 11号台风“白鹿”

将于 24日中午前后登陆或擦过台湾岛东南
部沿海；之后向闽粤沿海靠近，将于 24日夜
间到 25日早晨在福建晋江到广东惠来一带
沿海再次登陆。

受台风“白鹿”影响，24日至 26日，江南
东部和南部、华南中北部、台湾岛等地将出
现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和
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
局地有大暴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局地特
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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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第十二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 8 月
23日在吉林长春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博
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东北
亚是全球发展最具活
力的地区之一。 共建
“一带一路” 为拓展和
深化地区合作持续注
入新动能。

习近平强调，当前
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
有利条件不断累积。本
届博览会以 “增进互信
合作， 开创东北亚美好
新未来”为主题，反映了
各方对实现地区繁荣发
展的一致向往。 希望各
国政府、 机构和企业代
表用好这一平台， 汇聚
共识、推进合作、扩大成
果， 携手开创东北亚新
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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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2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介绍了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访华有关安排。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
请，杜特尔特将于 8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访问中国。

耿爽表示， 杜特尔特总统
访华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
在京同其会谈，两国元首
共同出席 2019 年篮球世
界杯开幕式；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将同其会见；国
家副主席王岐山将赴广
东陪同其观看 2019 年篮
球世界杯赛事。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对菲关系，愿同菲方持续
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务实
合作，确保中菲关系行稳
致远。相信杜特尔特总统
此访将为两国关系持续
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耿爽说。

强降雨致阿坝 12人死亡
26人失联，灾区已无游客滞留

据新华社成都 8月 23日电 记者 23日
从阿坝州应急管理局获悉， 汶川县草坡乡 2

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 截至 23日 18时，汶
川“8·20”强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共造
成 12人遇难，26人失联。

记者从汶川“8·20”强降雨特大山洪泥
石流抢险救灾指挥部获悉， 截至 23 日 12

时，受灾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 4 县共转
移滞留游客 95500 人。其中，汶川县转移游
客 47200余人，灾区已无游客滞留。

香港高院向港铁颁临时禁制令
机场临时禁制令被批准延长 禁止任何人干扰机场正常使用

新华社香港 8 月 23 日电 港铁公司宣
布于 23日晚获得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的临时
禁制令，该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有意图
地故意阻碍或干扰整个铁路网络的正常使
用。港铁在当晚发布的声明中表示，鉴于近
日有人一而再、 再而三地恶意破坏车站设
施，以粗言秽语辱骂港铁人员，威胁职员以
至其他乘客的安全，港铁向法院申请了临时
禁制令。

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有意图
地故意阻碍或干扰整个铁路网络内的车站、

列车以及高速铁路西九龙总站的正常使用，

损坏任何财产或列车，使用任何威胁、辱骂、

淫亵或令人反感的语言，或故意干扰车站内
任何港铁人员。

临时禁制令有效期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根据香港法律，违反禁制令的个人可能
触犯藐视法庭罪。

港铁公司表示，为应对将来发生的示威
活动，港铁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车站和列车
运作作出必要调整。如发生打斗、破坏或其
他暴力行为， 或出现高风险或紧急情况，来
往相关车站的列车服务可能会被实时停止，

而车站可能在短时间通知或不作事先通知
的情况下被关闭。如有需要，警方可进入车
站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3 日电 有网民煽
动 24日再次滋扰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法庭
23日裁定，批准延长香港机管局此前取得的
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干扰机场的正常使
用。本月 13日，香港机管局取得法庭临时禁
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有意图地，故意
阻碍或干扰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用。该禁
制令原定于 23日到期。

香港机场管理局 23日宣布， 机管局已
获得延长临时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非法及
有意图地故意阻碍或干扰香港国际机场
的正常使用。违反禁制令者可能被控藐视
法庭。

对原产美国约 75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

针对美方行为，中方被迫反制
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发布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2019 年
8 月 15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自华进口的
约 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分两批
自 2019年 9月 1日、12月 15日起实施。美
方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极大
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利益，也严重
威胁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

针对美方上述措施， 中方被迫采取反
制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
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 5078个税
目、约 75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5%不等

关税， 分两批自 2019年 9月 1日 12时 01

分、12月 15日 12时 01分起实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2019 年
5月 9日，美国政府宣布，自 2019 年 5 月
10日起， 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亿美元清
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2019年 8月 15日， 美国政府宣布，

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 分两批自 2019年 9月 1日、12

月 15日起实施。 美方上述措施导致中美
经贸摩擦持续升级，违背两国元首阿根廷
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

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
则，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决定，自 2019年 12月 15日 12时 01分起，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
25%、5%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对
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中方希望，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首阿根
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回到磋商解决
分歧的正确轨道，和中方一道朝着终止经贸
摩擦的目标做出切实努力。

香港的士司机发起“守护香港，风雨同舟”大行动。昨天，从港岛筲箕湾出发的张挂中国国旗的出租车行驶在街道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