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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工作的意见》

（以下称 《意见 》）

，部署在

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 6 个

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聚焦市场

主体关切，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更大力度利企便

民。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

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赋予有条件的地方更大改革

自主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一体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推进全链条优化审批、 全过程公正监

管、全周期提升服务，推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促进营商环境迈向

更高水平，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更好稳定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除区域分

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

业跨区域经营、 迁移设置的不合理条

件，破除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

地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健全更

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

和退出机制，方便市场主体办理名称登

记、信息变更、银行开户、注销等相关手

续；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推进

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改革，推动

分阶段整合规划、土地、房产、交通、绿

化、人防等测绘测量事项；更好支持市

场主体创新发展，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需要的准入准营标准；持续提升

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与部分重要

贸易伙伴口岸间相关单证联网核查，开

展“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优化外

商投资和国际人才服务管理，加强涉外

商事法律服务；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

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健全遏制乱收费、 乱摊派的长效机制；

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

益，建立政府承诺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政

府失信补偿、赔偿与追究制度；优化经

常性涉企服务，推行涉企事项“一照通

办”，全面实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快

速兑现。

《意见》强调，要坚持放管结合、并

重，夯实监管责任，健全事前事中事后

全链条全流程的监管机制，在直接涉及

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等制度。 要加快

打破信息孤岛，扩大部门和地方间系统

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范围，推动更多数

据资源实现安全高效互通共享。

《意见》要求，要建立改革事项动态

更新机制，定期对创新试点工作进行评

估，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市场主体

欢迎的改革措施要及时在更大范围复

制推广。 要坚持稳步实施，在风险可控

前提下有序推进创新试点工作走深走

实。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

在广深等6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工作

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部署推进当前重点工作。 市委书记张硕

辅主持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

辉作工作部署。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奇

珠，市政协主席李贻伟出席。

张硕辅强调，今年以来，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但也面临不少

风险挑战。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坚定信心决心，锚定目标、奋

力冲刺，全力抓好年底各项工作，确保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成效上。 一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 毫不松懈抓好中高风险地区来穗返

穗人员排查管控，强化航空、陆路、水运

口岸及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严格规

范做好隔离场所管理，从严从紧抓好重

要节点、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大活动

疫情防控， 完善四级公共卫生管理体

系，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二

要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加强经济运

行监测调度，深入实施“链长制”，推动

工业扩产能、重大项目扩投资，加快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外贸促稳提

质。 三要全力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

定。 坚决守好国家政治安全“南大门”，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深化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广州。 四要全力打好岁末年

初安全生产攻坚战。 强化燃气、消防、危

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

领域整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加强安

全监管执法、 应急值守和救援准备，坚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五要

全力抓好民生保障工作。 深化拓展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成果， 强化能源和重要民生物资保障，

加强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做好困难群

体救助工作。 六要全力加强舆论引导。

加强网络阵地管理， 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 营造有利于团结发展的氛围。 七

要全力谋划好明年工作。 精心谋划储

备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 新项目， 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八要全力

推动工作落实。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全市

“一盘棋”意识，共同做好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筹备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抓

发展的能力水平，层层压实责任，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凝心聚力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

温国辉强调，当前我市经济运行平

稳、韧性增强、质效提升，但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仍面临较大压力。 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同时，锚定全年目标不放松，落实稳

增长主体责任， 着力增强工业发展后

劲、 产业链韧性和平台经济发展势能，

系统推进平台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发

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持续

恢复、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 要科学

谋划明年工作， 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

备， 前瞻性做好政策研究， 合理编制

2022 年预算，把牢经济发展主动权。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区。 市委副

书记陈向新，市领导周亚伟、潘建国、卢

一先、杨飞、杨琦发、廉奕、孙太平、杜新

山、唐航浩、王东、王焕清、边立明、谭

萍、张锐、杨江华、李小琴，市局以上有

关单位及各区负责人参加。

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工作调度会

坚定信心凝心聚力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张硕辅讲话 温国辉作工作部署 石奇珠李贻伟出席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国家

卫健委等十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母

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

2021 -2025

年）

》。 计划提出，到 2025 年，母婴家庭

母乳喂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以

上，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以上。

母乳喂养有益母婴健康， 可以促

进婴儿体格和大脑发育， 增强婴儿免

疫力，减少成年后肥胖、糖尿病和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 还可减少母亲产后

出血、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生风险。 计

划提出，婴儿出生后的前 6 个月，倡导

纯母乳喂养，6 至 24 个月的婴幼儿，在

科学添加辅食的同时， 鼓励母亲继续

进行母乳喂养。

针对推进母婴设施广泛覆盖， 计

划明确， 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

超过 1 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 1 万

人的交通枢纽、 商业中心、 医疗机

构、 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

所， 建立服务功能适宜的独立母婴

室 。 促进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 、

托育机构设立哺乳室， 提高配备率。

引导托育机构设置与招收婴幼儿数

量相适应的母乳接收和储存设施 ，

强化托育机构儿童营养喂养工作指

导。

促进母乳喂养需要保障女职工哺

乳时间及期间工资待遇。 计划指出，用

人单位要切实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相

关规定，确保女职工享受产假、生育奖

励假， 合理安排哺乳期女职工的哺乳

时间。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

儿假试点，合理确定父母育儿假待遇，

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 据了解，

目前福建、 江西等多省份已经出台了

育儿假相关规定。

此次计划还特别提出了鼓励灵活

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用人单位

应结合生产和工作实际， 采取多种措

施为哺乳期女职工提供便利。

计划提出， 对女职工休完产假，

自愿申请提前返岗的， 可以由用人单

位与职工协商， 采取工作半天或隔天

工作等多种灵活方式累计使用其应休

未休生育奖励假。 哺乳期女职工的哺

乳时间可以由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

通过相应缩短每天工作时长、 在工作

时间内分段使用、 采取弹性上下班等

灵活方式予以安排。 有条件的用人单

位可结合工作岗位实际， 对符合条件

的哺乳期女职工采取居家办公等远程

工作方式解决其哺乳困难。

计划强调， 对哺乳未满 1 周岁婴

儿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

劳动时间内为其安排 1 小时哺乳时

间； 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

1 个婴儿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时间，

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动。 用人单

位不得因女职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

待遇、 予以辞退或解除劳动

（聘用 ）

合同。

推进母婴设施广泛覆盖、保护哺乳期女职工权益

———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5日从全国妇联

获悉，全国妇联权益部日前发布《家庭暴

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对“证明发生过

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及“证明面临家庭

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等作了详细说明。

指引提示， 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

诫书、伤情鉴定意见，村

（居）

民委员会、

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

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 调解记

录，受害人病历资料、诊疗花费票据，实

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身体伤痕和

打砸现场照片、录像，加害人保证书、承

诺书、悔过书，证人证言、未成年子女证

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等，均可作为证明

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受害人注

意保存或向有关部门申请查阅调取。

指引提醒受害人，如果加害人通过

电话、短信、微信、QQ 聊天记录、电子邮

件等威胁、恐吓的，受害人可以录音、截

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

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家暴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发布

指导家庭暴力受害人

有效收集和固定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