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雅里克——古特雷斯对当天发生在
华盛顿国会山的骚乱表示哀伤。迪雅里克在一份记者通报中说，在当前形势
下，政治领导人应当让支持者意识到避免使用暴力以及尊重法治的重要性。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生在华盛顿的场景“令人震惊”。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加拿大人对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行为“深感不安
和悲伤”，希望可以尽快恢复正常。

委内瑞拉外交部——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件，该事件反映了美国国内暴力
的螺旋式上升，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委内瑞拉政府希
望暴力行为尽快停止，美国人民最终能够开辟一条通往稳定和社会正义的新
道路。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华盛顿的场景“令人不安”。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权力和平过渡是核心。

英国首相约翰逊——现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和平有序地移交权力。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对华盛顿的情景深感震惊，权力移交应和平、有
序进行。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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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热线号码多、记不住，热线
服务资源分散，电话难接通，群众办
事多头找……这些困扰你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今后有望通过
拨打“12345”解决！

国办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
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
见》，明确今年底前，各地区设立的
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
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一个
号码服务，各地区归并后的热线统
一为“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国新办7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围绕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进
行了回应。

哪些热线将合并？哪
些将保留？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办
公室主任、国务院审改办协调局局长
迪晶介绍，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地方
自行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要
求全部取消号码并入12345热线；对
于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但在地方接
听的热线，具体涉及32条热线，按照
要求以3种方式并入12345热线——

整体并入。取消话务量相对较
少、企业和群众拨打频率比较低的一
些热线和座席，整体并入12345热线。

双号并行。对于群众知晓率比
较高、话务量比较大的，实行双号并
行，保留号码，话务座席并入 12345
热线统一管理。

设分中心。对于实行垂直管理
的国务院部门在地方设立的热线，
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入所在地区的
12345热线，保留号码和话务座席。

迪晶表示，指导意见鼓励各地
区 开 展 探 索 ，建 立 12345 热 线 和
110、119、120、122 等紧急热线以及
水电气热等公共事业服务热线的联
动机制；支持京津冀、长三角、成渝
等地区建立区域内12345联动机制。

哪些烦心事可以打
12345热线？

根据指导意见，归并后的12345
热线将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
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
领域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意
见建议等。但不受理须通过诉讼、
仲裁、纪检监察、行政复议、政府信
息公开等程序解决的事项和已进入
信访渠道的事项，以及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违反社会
公序良俗的事项。

“坚持诉求受理和业务办理相
衔接。12345 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
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
部门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
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
等，形成高效协同机制。”迪晶说。

问题和诉求如何及时
得到反馈？

接线时间过长、反映问题后石
沉大海怎么办？指导意见明确优化
工作流程，建立诉求分级分类办理
机制。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政府副秘
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王
军介绍，北京市探索通过对群众诉求

“闻风而动，接诉即办”来推动解决群众
身边事。此外，将出台北京市接诉即
办条例，将以12345热线为群众诉求主
渠道的制度和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
表示，今后市民遇到交通类问题，既
可以拨打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
话12328，也可拨打12345热线。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
韩国荣表示，全国税务系统统一服务
热线12366将以分中心形式归并到
所在地的12345热线，保留号码和话
务座席，进一步完善纳税人缴费人诉
求的接收、转办、办理、评价、回访以
及考评等全流程闭环处理机制，持续
提升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

政务服务效果怎么考核？
更好地发挥热线为民服务作

用，督办评价是关键一环。那么，如
何用好考核机制，确保热线打进老
百姓心坎里？

王军介绍，北京在接诉即办改革
中，健全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
基础的“三率”考评指标体系，通过电
话、短信、智能回访等形式，让群众对
诉求办理情况作出评价。

此外，针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
重点任务，召开月度例会、专班会等，
对诉求办理进行督导和检查，特别是
对群众关注、媒体反映的热点问题、
普遍问题加大督办力度，每月跟进
督办，直至问题解决；每月对考评结
果进行点评，诉求办理情况作为干部
选拔使用、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

韩国荣表示，今后将把政务热
线归并工作纳入全国税务系统的年
度绩效考核，加强对诉求办理问题
解决率、纳税人满意率等指标的综
合评价。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据报道，拒绝接受总统选举结
果的示威者越过警戒线，翻越国会
大厦围墙，打碎窗户，与警察混战。
相关视频画面迅速传播到全球，让
世界再次目睹美国政治乱象。美媒
称，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权力移交第
一次“在华盛顿权力走廊内演变成
一场实体对抗”，“暴力、混乱和破坏,
动摇了美国民主的核心”，美国“政
治体系可能已经受到永久损害”。

突发骚乱
从5日起，上万名美国右翼选民

在总统特朗普号召下，从各州赶赴
华盛顿。6日，这些人在白宫外举行

“拯救美国”示威集会。特朗普在集
会上讲话，拒绝承认败选，宣称选举

“被偷窃”，被“操纵”，自己将“永不
放弃、永不认输”，并痛斥不支持他
的“软弱的共和党人太多了”，敦促
示威者游行到国会大厦。

随后，数百名示威者冲入国会
大厦，与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
当时，参众两院正根据宪法规定召
开联席会议，在副总统彭斯以参议
院议长身份主持下，统计并认证各
州选举人团计票结果。这是美国
总统选举的最后一步程序，以往只
是“走过场”，这次却遭到示威者冲
击。事件发生后，彭斯被紧急护送
离开会场，五角大楼急调国民警卫
队增援，华盛顿特区和五角大楼所
在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相继宣布
宵禁。

面对混乱局面，当选总统拜登
发表电视讲话，呼吁特朗普捍卫宪
法，站出来“结束（其支持者对国会
的）包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
简短视频，重申“选举被偷窃”的说
法，同时呼吁示威者“回家”。当晚，
社交媒体推特宣布冻结特朗普账号
12小时。

在经历数小时的混乱后，国会6
日晚重新开始统计并认证选举人团
计票结果。由于部分共和党籍议员
对一些州选举结果提出反对意见，
相关辩论和表决预计将持续数小

时，但舆论普遍认为结果不存在悬
念，拜登将被国会正式确认当选美
国第46任总统。

政治乱象
根据公开声明，占众议院共和

党人约三分之二的至少 140 名共和
党籍众议员和占参议院共和党人近
四分之一的至少 12 名共和党籍参
议员，将支持特朗普试图推翻总统
选举结果的努力，人数之多超乎美
国朝野许多人士意料。但6日在华
盛顿集会现场，特朗普之子小唐纳
德·特朗普仍然批评国会共和党人
做得不够。他说：“这次集会应该向
他们传递一个信息：这不再是他们
的共和党，这是唐纳德·特朗普的
共和党。”

此前，由于缺乏证据支持，特朗
普及其支持者发起的约60起选举诉
讼都被驳回或撤销。为何仍有如此
多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推翻选举结
果的努力？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相当程
度上与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极
化环境存在密切关联。党争越来
越白热化，社交媒体“回音壁”效应
越来越强，使得“信息茧房”不断被
加固。再加上许多政客为了自身
利益而不顾事实真相，媒体报道又
往往一边倒，导致美国社会互信持
续削弱。

6 日国会对选举结果的认证本
该为这次总统选举画上句号，却不
料成为美国分裂的又一个波峰。

针对国会遭冲击一事，拜登在
电视讲话中呼吁“重建一种解决问
题、守望相助、而不是煽动仇恨和混
乱的政治”。但这一事件恰恰凸显
了拜登上台后将面临的严峻现实：
美国不仅受到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
的严重冲击，还将在政治和社会层
面继续撕裂。正如美国作家本·希
恩说：国会遭冲击事件表明，美国有
大量“重建工作”要做。

（新华社记者徐剑梅 孙 丁
邓仙来）

有事儿就打12345！
政务服务“总客服”来了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王雨萧

罕见 美国国会遭到暴力冲击
被迫 认证大选结果会议中断

相关视频画面迅速传播到全球 世界再次目睹美国政治乱象

美国首都华盛顿6日下午发生美国政治史上罕
见一幕。大批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正在举行的认证
大选结果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被迫中断。

目前，据报道已有4人在国会暴力事件中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美国国会正式确认拜登当选总统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邓仙来、孙丁）美国东部时间7日凌晨，历

时近15个小时的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在经历示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波折
后结束。会议确认，拜登赢得 306张选举人票，特朗普获得 232张选举人票，
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承诺有序进行政权交接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邓仙来、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凌晨

发表声明说，尽管不同意总统选举结果，但定于1月20日的政权交接将有序
进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凌晨发表声明说，尽管
不同意总统选举结果，但定于1月20日的政权交
接将有序进行。

美国东部时间7日凌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
确认，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①① 1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外试
图冲破警察的围栏。

②② 1月6日，示威者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内与警察对峙。

③③ 1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人们在国会大厦内躲避示威者。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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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感到不安和震惊
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6日发生暴力示威，部分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

与警方发生冲突。多国政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领导人纷纷表态，认为暴力
行径令人不安和震惊，呼吁美国实现政权和平有序交接。

①①

② ③③

反应

石家庄：“核酸采样流动车”助力核酸检测
1月7日，医护人员在“核酸采样流动车”内为市民进行核酸采样。为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工作，自1月6日起，石家庄市公交总公司提供了36辆公
交车作为“核酸采样流动车”。 新华社发（郑荣玺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记者
梅世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7 日就美台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
话”答记者问。他说，我们要求美方
立即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
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有记者问，据报道，1月7日，美
国与台湾当局通过视频形式进行所
谓“政治军事对话”，请问中国国防
部对此作何评论？

谭克非说，我们对美方这一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并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谭克非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
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
及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来干
涉。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
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坚定的意
志、强大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外
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
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就美台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针对
1 月 7 日蓬佩奥通过美国务院网站
发表声明，恶毒攻击中国，还宣布美
国驻联合国代表将访台，国台办发
言人朱凤莲当日应询表示，我们坚
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进
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

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
严重错误行动。

朱凤莲还指出，民进党当局出
卖民族利益和台湾民众利益，顽固

“倚美谋独”，一条道走到黑，必将自
食恶果。

国台办：

坚决反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严重错误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