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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我的家人居住在睢阳区古宋
街道办事处桂花小镇龙安小区，家中有肺癌患者，是不能
断药物的，现在急需的药物在睢县，因为疫情原因，药物
无法被送到市区。请求‘12345’热线帮助将药物从睢县
送到家中。”8月25日清早，市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
接到秦先生一则紧急来电。

热线话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小萌接到来电后，第一时间
受理了诉求，并及时形成工单提交至热线调度室。因为疫
情原因正在居家办公的杨鑫鑫看到工单后，按照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的工作原则，立即与睢县人民政府相关人员
取得联系，告知其群众反映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将
工单派发至睢县人民政府。

当日 11时，热线后台显示，睢县人民政府查收并主
办这一交办工单，经睢县人民政府层层落实，立即有了反
馈：“睢县接到市 12345 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交办工单
后，立即与秦先生取得联系，核实相关信息，并在第一时
间与睢县邮政快递公司联系。由于疫情原因，商丘市内大
量快递积压。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确保患者能够正常用

药物，睢县热线办再次与睢县邮政快递公司进行协调，讲
明患者特殊诉求，睢县邮政快递公司最终同意让快递车司
机代捎药物，这样不耽误患者用药。随后，睢县热线办工
作人员与患者在睢县的家属联系，并上门拿到药物后送到
睢县邮政快递公司，预计今晚 8时左右患者就能拿到药
物。”当日傍晚 18 时，根据睢县反馈的处理结果，市
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质检组负责人白龙及时将处理
结果详细告知秦先生并做了回访，秦先生表示：“所反映
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非常满意。”

类似该热线连环追踪办理的紧急案例还有很多。8月
24日，该热线还接到一对在酒店隔离的年轻父母求助：刚
出生的孩子现在买不到奶粉。经工作人员派单，梁园区人
民政府工作人员从经销商那里帮助“代购”了合适的奶粉。
8月 30日，有位老人不了解出行政策，误到了火车南站，求
助热线，获得曙光救援队帮助，老人及时转乘。

“接到群众类似送医、求药等紧急求助，我们热线电
话坐席人员会第一时间形成工单，由调度人员进行办理，
同时向我进行汇报。对紧急诉求，我都是第一时间要求调

度室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进行办理，真正是接
诉即办，并安排质检组及时跟进，确保当日有结果、有反
馈。”该热线负责人王文成介绍道。

疫情无情人有情，一条热线连民心。自本轮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截至 8 月 26 日，全市 12345 热线接听群众来电
10.68万余通（106844），受理工单 6.20万件（62020）；受
理疫情防控相关诉求来电3.97万通（39686），受理有效工
单3.77万余件（37701），办结3.76万件（37598），市民满
意率99.32%。

疫情无情人有情 一条热线连民心

“12345”接诉即办为群众解危纾困
事件回放：如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全民接种疫苗、共筑免疫屏障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稳
定、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关键大事、要事。不过，仍有
少部分群众对疫苗不了解，存在各种顾虑又或者是嫌麻
烦，因此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近日，市卫健委发布了
《致尚未接种新冠疫苗朋友的一封信》，倡导大家能够尽
快去接种疫苗。

信中提到，接种疫苗，大到为国、小到为家不添麻
烦，全民免疫屏障的建立，能使得我们的生活无碍、经
济社会运转良好。接种疫苗，是民族责任，也是社会义
务！请珍惜我们疫苗充足、接种方便的大好机会，不要
待到政策有变而捶胸顿足。如果您还没有接种而且不是
疫苗禁忌症者，请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为了自己，也
为了家人的安全，尽快去接种疫苗！

网友评论：通过有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在人群
中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因此接种疫苗非常有必要，而
且越早越好。 ——天河

点评：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应该“应接尽接”。

尚未接种新冠疫苗朋友请查收一封信

上周全市共受理有效事件 19346件。其中，电话受
理 18313件，微信受理 18313件，手机APP 受理 25件，
12345网站受理29件，政务服务网受理2件。

上周办理较好的单位有梁园区人民政府、虞城县人
民政府、柘城县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示范区住
建局、睢阳区市政建设局、梁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
园区李庄乡政府、梁园区平原街道办事处、梁园区长征
街道办事处、睢阳区路河镇政府、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示范区张阁镇政府、示范

区平安街道办事处、示范区中州街道办事处。
上周群众主要反映的热点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实时热点类（群众咨询返商离商政策，群众咨询转
码流程及转码具体时限，群众咨询交通管制及卡点问
题，群众咨询物资通行证办理及私家车通行证办理问
题），水电气暖类（群众反映睢阳区平安花园小区经常停
电，现在已经停电两天左右；睢阳区宋城办事处平安花
园西区经常断电，导致群众生活不便）。

本报记者 司鹤欣整理

事件回放：近日，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境外入商返商人员管理的通
告》，对境外入商返商人员管理事宜作出安排。

《通告》提到，所有境外入商返商人员必须在入商
返商前7天向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报备，居委会（村
委会）逐级报告至县级和市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境外入
商返商人员在入境口岸接受 14天隔离医学观察，解除
隔离观察后，方可入商返商。境外入商返商人员在入境
口岸集中隔离结束后，由入商返商人员入商目的地或户
籍所在地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派专人、专车
到入境口岸接收境外入商返商人员，转运过程中要严格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返回县（市、区）后，在县
（市、区）集中隔离点接受14天医学观察。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期间，每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其中第14天实行
双采双检，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方可解除集中隔
离，转为7天居家健康监测。居家健康监测期间非必要
不外出，并在第 2天、第 7天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结
果无异常的，解除管控。

《通告》还提到，接收转运费用及集中隔离期间各
项费用均由境外入商返商人员本人承担。各县 （市、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拒绝接收和
转运境外入商返商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指派专
人、专车接转境外入商返商人员，否则将依规依纪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网友评论：每个人都不可放松警惕，要为疫情防控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岳麓

点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我市进一步加强境外入商返商人员管理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27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 48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
我国超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
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身处数字时代的浪潮中，你我的数字
生活有哪些新生态？

十亿网民构成我国数字社会众
生群像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较 2020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175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其中，我国
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
上网的比例为99.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介
绍，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已然开启，
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无不加快数字化转型
的脚步。

统计发现，10岁至19岁年龄段网民对
在线教育的使用率最高，达 48.5%；20岁
至 29 岁年龄段网民对网络音乐、网络视
频、网络直播等应用的使用率在各年龄段

中最高，分别达 84.1%、97.0%和 73.5%；
30岁至39岁年龄段网民对网络新闻类应用
的使用率最高，达83.4%。

“我国超过七成的人口上网；超过 10
类互联网应用的用户规模在 5亿以上，人
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 26.9个小时，互联网
应用塑造了全新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张
晓说。

全民娱乐新方式：8.88亿人刷
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

“短视频、直播正在成为全民新的娱乐
方式。”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6月，我国
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88亿，占网民整体的
87.8%。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38亿，占网
民整体的 63.1%。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
模为3.84亿，同比增长7524万。

“网络直播行业已经由最初娱乐消遣的
单一形式演变为与大家‘吃住行游购娱’
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
表演（直播）分会秘书长瞿涛认为，它既
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亿多人当主播、6亿多人看直播——
谈及这场全民直播热潮，瞿涛认为，网络

直播为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
台，无论是演艺梦想、生活记录还是商品
销售，网络直播可以让更多人享受技术所
带来的便捷、公平和认可。特别是疫情发
生后，直播电商的兴起创造了新的销售和
消费场景。

1.58亿青少年网民，如何更好
拥抱互联网

报告指出，截至 2021年 6月，我国 6
岁至19岁网民规模达1.58亿，占网民整体
的15.7%。

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正式施行，增设

“网络保护”专章，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
间的合法权益。同时，有关部门开展“护
苗行动”集中清理网上涉未成年人有害信
息；通过给APP设置“青少年模式”上线
防沉迷系统，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清朗
的网络空间。

“针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平台应结合
自身特点，对‘青少年模式’做出更有针
对性的升级，发挥积极作用。”瞿涛建议，
应强化平台机构的主体责任，让企业自发

为保护未成年人筑起“长城”。

城乡数字鸿沟逐步缩小，仍有
4.02亿非网民

据统计，截至 2021年 6月，我国农村
网 民 规 模 为 2.97 亿 ，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29.4%；城镇网民规模为7.14亿，占网民整
体的70.6%。

专家认为，得益于基础设施与配套数
字化服务“软硬件”的不断完善，农村群
体与城镇居民互联网普及率差异逐步缩小。

在关注网民规模增长的同时，仍需要
对非网民群体予以重视。

报告指出，截至 2021年 6月，我国非
网民规模为 4.02 亿。其中，使用技能缺
乏、文化程度限制和设备不足是非网民不
上网的主要原因。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仍要给非
网民群体多一分关爱。”专家称，通过注重
提升非网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数字技术的
使用技能，开发更多智能化、人性化适老
产品和服务，提升网络服务的便利化水平
等多种方式，助力非网民群体共享数字时
代的巨大红利。 （据新华社电）

网民规模超10亿，国人的数字生活有哪些新生态

8 月 30 日凌晨，市
城管局排水管网管理处
工作人员在神火大道与
宋城路交叉口积水点进
行排涝作业。8 月 29 日
晚，我市局部出现大暴
雨，城区部分路段出现
积水现象，市城管局排
水管网管理处组织人员
连夜抽排道路积水，全
力保障城区路面畅通。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8 月 28 日，永城市
双桥镇消防站组织开展
消防拉动演练，通过演
练提高乡镇专职消防人
员对消防器材的操作熟
练 度 ， 提 升 应 急 救 火
能 力 ， 筑 牢 基 层 防 火
安全墙。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8月28日，在“商”字环岛西南侧，一处交通信号
灯受损倾斜。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8月28日，在周商永运河北岸（昌盛路至中州路段），
有一处窨井敞着口，井盖就在旁边，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8月28日，在睢阳南路与张巡路交叉口附近，一名女
子在采摘景观树木上的观赏果实。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是什么
反映问题：我是市公路局南院小区业主，我们小区

老旧，道路失修，没有物业管理，却不在街道办提供的老
旧小区改造名单。我想咨询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是什么？

办理单位：梁园区委
办理结果：根据《关于印发〈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豫建城建 〔2020〕
475号），到“十四五”末，基本完成建成于 2000年底
前，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
施不健全，但房屋结构安全较好，不宜整体拆除重建，
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改造工
作。市公路局南院小区位于新建路，于 2003年后建成，
不在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关于所反
映道路失修问题，如小区内大多数居民有旧改意愿并愿
意出资，梁园区长征街道办事处将牵头组织协调好相关
事宜。

孩子能否从附属幼儿园直升小学
反映问题：我是市第二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学生家

长，咨询孩子是否可以直升市第二实验小学。
办理单位：市教育体育局
办理结果：市第二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现有大班12

个，约有幼儿 480余人。2021年市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
毕业5个班，不足300人，能腾出学位约300个，但辖区
内升一年级的幼儿有 300多人。在满足辖区内幼儿入学
需求后，无法满足附属幼儿园毕业生直接升入小学一年
级的要求。本着“安全稳定第一”的原则，7月3日，学
校研究决定把《商丘市第二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信息采
集表》提前发放给全体幼儿大班家长，然后按照上级本
年度招生文件精神，配合学校开展招生和报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