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春节将至袁
武警甘肃总队酒泉
支队瓜州中队官兵
们自己动手袁 书写
春联和野福冶字遥 图
为 1 月 18 日袁官兵
通过手机视频向家
人送上美好祝福遥

侯崇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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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IN BAO

遗失
声明

孙 梓 晨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078120161109105271袁特此声明遥

房子尧票子尧孩子噎噎2022 年袁你对生活有
哪些新期待钥 岁末年初袁中央部门密集召开年
度工作会议袁制定一系列民生工作任务目标遥

新的一年袁 你我的生活将发生哪些变化钥
一起来看这份清单吧浴

野菜篮子冶更满袁野钱袋子冶更鼓
民以食为天遥 2022 年袁我们的野餐桌冶能否

更丰富尧更安全钥
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要求袁千方百计

稳定粮食生产袁攻坚克难扩种大豆油料遥 要确
保野菜篮子冶产品稳定供给袁发挥好野菜篮子冶市
长负责制考核指挥棒作用袁 稳定生猪生产袁继
续抓好其他畜禽尧蛋奶和水产品生产袁强化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遥

2022 年袁你我的野钱袋子冶也将更有保障遥
根据财政部尧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袁2022 年

多项个税优惠政策将延续实施袁利好广大野工
薪族冶尧中低收入群体等遥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明确袁税务部门将落实
好大规模尧阶段性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袁特别
是加大对小微企业尧个体工商户尧制造业等的
支持力度袁 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尧
高效高质落地生根遥

野钱袋子冶更鼓了袁消费体验更丰富了遥
全国商务工作会议明确袁2022 年袁 商务部

将提升传统消费能级袁加快新型消费发展遥 比
如推动县城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改造袁扩大农村
电商覆盖面曰 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袁加
快社区菜市场尧生鲜店标准化建设曰加快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袁高质量推进步行街改
造提升等遥

对消费体验不满意钥 别担心浴 2022 年袁中
国消费者协会将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尧 网络
游戏尧校外培训尧老年消费尧未成年人消费尧残
疾人消费尧农村消费尧个人信息保护尧预付式
消费尧 公共服务消费等领域开展民生领域消
费监督活动袁 开展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点评
活动袁完善消费舆情常态化监测尧分析尧处置尧
反馈机制遥

织密保障网袁野后顾冶更无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袁野解决好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冶野抓好重点群体就业袁落
实落细稳就业举措冶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叶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政策服务指南曳袁 对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就业尧自主创业的帮扶政策以及对企业招用
毕业生的相应激励政策等予以明确曰我国还将
在部分省份和行业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袁加强外卖小哥等群体的权益
保障遥

老有所依尧幼有所养袁事关千家万户遥
全国民政工作视频会议明确袁将研究制定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项目清单袁 推动建立全国
统一的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尧 长期照护
保障制度遥 扩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规模袁
2022 年底前实现县级失能集中照护服务机构
全覆盖遥

野护苗冶方面袁将选优配强儿童督导员和儿
童主任袁提高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能力遥 持
续加强孤儿尧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尧困境儿童保
障袁深化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袁持续推进儿
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遥

新的一年袁 群众医药费用负担将继续减
轻遥 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明确袁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药品集采袁力争年内国家和省级集采药
品总数累计达到 350 个以上袁扎实开展脊柱高
值医用耗材集采曰抓好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试点袁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袁全面深化支付
方式改革袁最大程度发挥医疗保障效能遥

当前袁新增住房需求及居民改善居住条件
的需求依然旺盛袁如何更好满足群众野住有所
居冶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推进住房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袁针对新市民尧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需
求袁加大金融尧土地尧公共服务等政策支持力
度袁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袁因地制宜发展
共有产权住房袁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遥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要求袁稳妥实施好
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袁更好满足购房者合

理住房需求袁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
展遥

法治更完善袁社会更安定
长治久安的社会袁 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基

础遥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袁新的一年袁要深

化系统治理尧依法治理尧综合治理尧源头治理袁
确保城乡更安宁尧群众更安乐遥

在平安中国建设方面袁要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袁着力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
出问题曰全力追捕涉黑涉恶野漏网之鱼冶袁持续
整治野村霸冶曰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袁依
法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尧 食药环尧
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袁特别是针对群众深恶
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袁 深入开展专项行
动遥

在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方面袁要深化野放管
服冶野互联网+政务服务冶等改革袁总结推广野网
上办尧马上办尧一次办冶野不见面办冶等经验袁持
续推出户籍尧交管尧出入境尧法律援助尧司法救
助等领域便民利民新措施袁以高质量法治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遥

政法机关还将加大食品药品尧 生态环境尧
公共交通尧 安全生产等领域执法司法力度袁推
动民法典深入贯彻实施袁 加强涉及人身权尧财
产权尧人格权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的执
法司法工作遥

服务管理更精细袁生活品质更提升
2021 年落地的野双减冶政策袁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遥 刚刚落幕的教育年度工作会议袁对新一
年教育工作作出多项部署遥

教育部将继续把野双减冶督导作为教育督
导野一号工程冶袁加大督办尧通报尧约谈和问责力
度曰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
系袁认真做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创建工
作袁扎实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认定曰树立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袁实现更加全
面的标准化建设袁 打造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袁

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遥
近年来袁文化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遥 2022

年袁我们能享受到哪些高质量文娱活动钥
根据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袁文化和

旅游部门将稳步实施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尧公
共文化云项目等曰 开展旅游服务品牌建设培
育尧信用经济发展试点袁探索剧本杀尧电竞酒
店尧云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管理试点工作遥

全国文物局长会议透露袁将持续推介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冶主题展览袁开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
创建工作袁推动构建博物馆教育资源地图遥

新的一年袁美丽中国绘就更多色彩袁城市
乡村更加宜居遥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明确袁深入推

进重污染天气消除尧臭氧污染防治尧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袁协同控制 PM2.5 和臭
氧污染袁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曰开展农村环境整
治重点区建设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与资源
化利用遥

国家能源局要求袁 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
展袁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袁安全有序
发展核电袁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曰不断完善
产供储销体系袁 保障北方地区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遥

交通出行也将更方便遥 全国交通运输工作
会议提出袁 加快建设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袁
加强出行服务无障碍尧适老化尧人文化建设袁深
化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渊ETC冤服务提升遥

新华社

2022 年各部门民生“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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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 月 16 日袁 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的乘务员
们购买了灯笼尧窗花尧对联尧福字等节
日喜庆物品装饰车厢袁让旅客在归途
中感受到来自成渝城际 野复兴号冶智
能动车组的新年祝福遥 包亮 摄

荩虎年新春佳节将至袁福建永定野土楼公主冶振幅楼
张灯结彩袁花团锦簇袁装扮一新袁以全新的妆容迎接八方
游客遥 范灿平 摄

荨1 月 17 日袁 随着春节临近袁在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举行了 野迎春民
俗手工制作冶主题活动袁图为民间艺人
现场制作的虎年生肖布艺遥王海滨 摄

1 月 18 日袁 格莱美音乐奖主办
方当日宣布袁第 64 届格莱美音乐奖
颁奖典礼将推迟至 4 月 3 日举行袁
地点为拉斯维加斯米高梅花园剧
场遥

今年的提名名单中袁 金球奖得
主尧爵士音乐家尧钢琴家乔纳森窑巴
蒂斯特以 11 项提名领跑袁 贾斯汀窑
比伯尧豆荚猫以及 H.E.R.均获 8 项
提名袁野碧梨冶比莉窑艾利什和奥莉维
亚窑罗德里戈各获 7 项提名遥 根据
叶好莱坞报道曳的消息袁今年的评选
中袁 最受瞩目的年度专辑尧 年度制
作尧 年度歌曲和年度新人 4 大通类

奖项的提名名单由 8 人扩充至 10
人遥

美国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
此前表示袁 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的快速传播袁 今年的颁奖典礼不会
按计划于 1 月 31 日在洛杉矶举行遥
这是格莱美奖颁奖典礼连续第二年
被推迟遥 2021 年袁原定于 1 月 31 日
举行的颁奖典礼最终移至 3 月 14
日袁 且现场只有被提名者以及嘉宾
等少数人观看遥

一年一度的格莱美音乐奖是
美国音乐界的最大盛会袁 被形象地
称为野音乐奥斯卡冶遥 苑菁菁

由中央电视台尧企鹅影视尧博纳
影业尧逍遥影业尧拉姆影业出品袁刘
礴担任导演袁段连民担任编剧袁高伟
光尧胡冰卿领衔主演袁迟宁宁尧李川
等主演的电视剧叶特战行动曳于 1 月
18 日在 CCTV-8尧 腾讯视频开播遥
该剧讲述了在国际反恐新形势下袁
一支汇集了秦观(高伟光 饰)尧宁檬
(胡冰卿 饰)尧童梦瑶(迟宁宁 饰)尧陈
浩哲(李川 饰)等高智商尧高学历尧高
标准的野男女混编冶反恐特战队临时
组建而成袁在血与火的搏杀中袁与暴
恐分子展开生死较量袁 在生与死的
磨砺中袁自身得到历练尧成长和蜕变
的故事遥

叶特战行动曳于中国西北地区真
实取景袁 观众可在剧中尽情揽观戈
壁荒漠美感遥 剧情以中国西北为故
事发生地袁 除了实景拍摄并展现西
北戈壁尧沙漠尧丹霞尧胡杨林等景致
之外袁 该剧还将视线投向了这群西

北环境下暴风成长的 野男女混编冶
反恐作战队伍遥 秦观是身经百战的
反恐队长袁 宁檬是名校毕业的高材
生袁 童梦瑶是精通计算机的高科技
人才袁 陈浩哲是优秀的突击手噎噎
野混编冶成员背景各异袁但无一例外
都彰显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中国
武警形象遥

除了透过军营生活展现出细
致入微的战友情尧军民情尧爱国情
外袁叶特战行动曳还有大量高燃的枪
战尧爆破场景袁将年轻中国武警战
士们的铁血军魂展现得淋漓尽致遥
据悉袁该剧出品班底博纳影业也是
电影叶红海行动曳出品方袁在突显战
斗画面感和军人保家卫国的情怀
层面袁博纳影业凭借出色的制作水
准赢得观众喜爱遥 叶特战行动曳自 1
月 18 日 21:30 起袁 在 CCTV-8 和
腾讯视频开播袁同样值得期待遥

罗攀

2022 格莱美音乐奖
颁奖典礼推迟至四月

《特战行动》将开播
高伟光胡冰卿参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