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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受委托，在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上公开拍卖以

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宁波美程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7户不良

债权，该不良债权本金人民币332075923.5133元（截止基准

日 2020年 8月 31日）及相应利息罚息（详见淘宝网标的清

单）。起拍价8016.89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

二、拍卖时间：2021 年 1 月 21 日上午 8 时至下午 16 时

（延时的除外）。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阅资料，有意

竞买者请向本公司咨询。本场拍卖为在淘宝网资产处置平

台线上拍卖，竞买人须登陆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https://
zc-paimai.taobao.com/）报名参拍并交纳1000万元竞买保证

金（由竞买人汇入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或拍卖人其他指定

账户），具体保证金交付流程可以联系淘宝客服，客服电话：

400-822-2870。
其他情况详见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该债权的相关挂网

文件。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https://
zc-paimai.taobao.com/）

五、咨询地点：杭州市体育场路229号粮油大厦916室

六、联系电话：0571-85195793 13357192831
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拍 卖 公 告公 告
绍兴吉成冷却塔有限公司：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绍虞人社理先告

字[2021]1号）。经调查和审理，你（单位）存在拖欠

工资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你（单

位）限期支付职工全菊芹工资21000元、加付全菊芹

赔偿金 10500元；限期支付韦丽工资 13500元、加付

韦丽赔偿金6750元；限期支付徐兰芬工资16200元、

加付徐兰芬赔偿金8100元的行政处理。根据《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告

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上虞区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地址：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嘉和路 168号，

电话：0575-82083003 ）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

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权利。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朱鸿涛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嘉和路168号

邮编：312300 电话：0575-82083003

杭州市西湖区齐程饮品店不
慎遗失公章和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公 告
尊敬的顾客：您好！ 原杭州虾佬圣汤餐饮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雅方，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91330102MA27W37M40）因郑雅方
经营不善已停止营业并注销登记。现杭州
爱的虾佬秘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 许 婷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30102MA2KCYN978）系新的市场主体
并取得营业执照，但为方便新老顾客，经营
地址不变。 故从即日起，原公司的债权债
务与本公司无关，原公司消费储值卡亦暂时
停用，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杭州爱
的虾佬秘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31日
宁波杰力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 FCR一份，
号码：SHA179490，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阿耿食品配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3302060096564，声明作废。
汪琳，鲍文冰遗 失 嵊 泗 彭 博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开 具 的 房 地 产 预 售 款 发
票 ，代码 033001800204，号码 49180347，金
额191807.31元，声明作废。
宁波艾米达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33028310017540，声明作废。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悦足养生堂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33018210012639，声明作废。
衢州市衢江区民间文艺家协会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30803322170301C，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 2021 年 1 月 12 日股东会决
议，浙江翊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
资本由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100万元人
民币，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俞宏斌，联系电话：18650311312
特此公告！ 浙江翊泽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 2021年1月13日

为持续提升医疗品质，近日，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衢州医院举办了2020年度品
管圈项目汇报及培训活动，邀请温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相关人员现场指导。

“降本圈”“温暖天使圈”“放飞
圈”……来自临床、医技、行政后勤的17
个立项品管圈圈长进行了现场汇报，品管
圈推行及培训小组成员、品管圈辅导员及
品管圈主力圈员等共4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专家精彩讲解，大家踊跃
交流，学习氛围十分浓郁。衢州市人民医
院副院长徐礼锋表示，下一步，医院将借
势借力，充分整合与温州医科大学的优势
资源，通过深度融合、转变理念、主动创
新，切实提高科室运营管理质量。 应琴

1月7日上午，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人来
人往，而距此不到200米的35千伏科创中心
开关站内，国网萧山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余
金茂，正在对改造升级后的设备进行测试。

“这次改造涉及母线，需要停电作业。
但科创中心是双路供电，所以不受影响。”看
着运行如常的办事服务中心，余金茂解释
道。

单机测试、联动测试、电脑信号对点测
试、调度信号测试，一道道严格的测试程序，
就是对开关站设备的一次次考验。

35千伏科创中心开关站改造及扩容工作于去年3月启动。由于该开关站属于用
户资产，又需新增出线间隔，为未来人民广场商业综合体和萧山城市能源汽车公司地
下充电桩提供接入。区供电公司根据用户需求，并综合考量站内原设备状况等因素，
按照国网公司标准化开关站技术标准对该站点进行升级改造。

如今的科创中心开关站，技术标准全面提升，供电“引擎”全面升级。验收完成
后，萧山区供电公司也将全面接手开关站。 蔡敏燕 徐国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衢州医院：

“圈”力以赴，提升品质
萧山供电：开关站“引擎”升级“电亮”美好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宿强报道
奋战一个月，1月12日零点，由
中建八局施工的绍兴二环北路
航鹭大桥段如期“解封”，恢复通
车。这也标志着二环北路基本
实现高架主体结构全线贯通，为
2022年杭州亚运会重点配套工
程建设“提速加码”打下了坚实
基础。

航鹭大桥作为绍兴二环北
路智慧快速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施工工期紧、桥梁长度长、管
线迁改多、施工场地小、桥上车
流量大等诸多不利因素，导致该
段高架和地面桥梁施工难度为

全线最大。
封闭施工期间，面对 7~8

级 偏 北 阵 风 ，气 温 骤 降
至-10℃的寒潮，路面严重冰
冻等恶劣天气，绍兴城投集团、
中建八局的管理人员和一线作
业人员开展誓师动员会，成立
吊装、焊接突击队，发挥党员先
锋岗、工人先锋号的带头作用，
陆续投入300余名作业人员，
党员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三
班倒连续作战，交叉施工，保证
机械不停。顺利夺取大桥全封
闭施工攻坚战全面胜利，航鹭
大桥如期“解封”。

年关将至，各大饭店、酒楼的
年夜饭预订逐渐火热起来。然
而，一边是过年团聚的喜悦，一边
是减少聚集的疫情防控要求，年
夜饭的订餐情况随之呈现新的变
化。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部分地
区餐饮企业的年夜饭订餐量较以
往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天眼
查专业版数据显示，2020年经营
范围含“餐饮、年夜饭”的相关企
业新增数量增速较2019年下降
超5个百分点。不过，受疫情影
响，专车配送、半成品加工等新的
供餐形式逐渐出现。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建
议，餐饮企业应对年夜饭实施分
时分区预订，减少人员聚集，鼓励
分餐制、自助餐、营养套餐。

饭店年夜饭订餐量下滑

近日，湖南郴州市的费先生
经过与家人商议，决定将往年常
去的某酒楼年夜饭订餐取消。“南
方冬天没有暖气，年夜饭吃的菜
又多，准备起来特别麻烦，所以我
们以前都是在外面吃。”由于家中
团聚的人数较多，费先生每年都
要提前打电话帮忙预留年夜饭的
名额。

由于疫情影响，费先生将今
年的年夜饭安排进行了调整。消

息在家庭微信群中发布后，得到
了家人的支持。费先生认为：“考
虑到聚餐风险，还有一些亲戚朋
友可能回不来，我们决定还是小
家庭内部自己做，更温馨、更安
全。”

居民回归家庭用餐，对餐饮
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年夜饭
订餐量的下滑。费先生一家经常
光顾的这家酒楼，往年这个时候
都已经预订完了，但今年还有不
少空余桌位。

在北京，也有一些餐饮饭店
表示，今年年夜饭预订与以往爆
满的情况大不相同。据北京北平
楼牡丹园订餐员介绍，该门店年
三十的年夜饭售出量占 60%左
右，初一到初六预订量为30%~
40%，目前均未订满。订餐员表
示：“往年是从国庆之后开始预
订，到现在基本售完，现在这个预
订量是比较少的。”

由于春节期间菜市场关停，
餐饮企业必须提前准备相关食
材，订餐量的减少导致餐饮方需
要对食材储备计划进行调整。“以
往到元旦的时候，年三十到初五
的订单早就排满了，一天要接到
60~70个大桌，但是今年年三十
当天的都没订满。”北京庆和楼店
长叶先生指出，门店往年会根据
年夜饭的预订情况进行菜品采购

和储备，而根据今年订餐情况来
看，储备量较以往有明显的下
降。“今年宁可不够卖，也要减少
储备，以避免食材大量损失浪
费。”

企业纷纷拿出备选方案

对餐饮业而言，行业也在积
极进行业务调整，启动相应的备
用方案来保证年夜饭的销量。上
述郴州某酒楼老板唐先生不久前
就在客户微信群里发布消息：根
据疫情防控要求，如果今年的年
夜饭无法到店用餐，本店决定启
动备用方案，大家可以选择退订，
也可以选择我们今年特设的配送
专车，带碟带碗全套送到家。

唐先生所提供的更多选择源
于去年的应对经验。“去年我们就
有顾客取消订餐，但也有顾客要
求做好了送过去。所以今年我特
地联系了朋友组成车队，一旦不
能到店用餐，就安排专车配送。”
唐先生还借助微信群启动年夜饭
外卖，直接线上点单配送到家。

中油阳光餐饮（北京）有限责
任公司则直接开发了点餐小程序

“阳光鲜生”，提供春节配餐服
务。据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卫介
绍，“阳光鲜生”小程序于2020年
3月上线，通过5大地区微信社群
覆盖周边5公里居民的点餐需求，

疫情期间累计配送盒饭数量数十
万份。

“今年，公司开发家庭用餐半
成品，由餐厅事先调好酱汁，客户
点餐取餐后带回家简单加工即
可。我们的厨师、服务员已经全
员核酸检测，可随时上门提供服
务。”张卫说，消费者通过小程序
下单预售，就可以在年廿九拿到
新鲜的半成品菜。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则对记者
表示，2020年受疫情影响，餐饮行
业的线上化增长很显著。饿了么
今年将继续升级年夜饭的线上供
应，联合一批行业内知名正餐品
牌以及地方特色餐饮老字号，推
出品类丰富的过年欢聚套餐。今
年的线上年夜饭，消费者预计在2
月初就可以在饿了么预订。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向记
者表示，受疫情影响，一些企业尝
试或扩大了半成品年夜饭，尝试
推出了更多不同种类的半成品产
品。“一些企业提供年夜饭退订服
务，一些企业尝试根据消费者诉
求，提供送餐到家服务。这些形
式更加灵活，利于减少浪费，小份
菜、位菜等也已经融入年夜饭市
场。”

严控食材，保障用餐安全

餐饮年夜饭备选方案的出

现，实则对菜品出餐环节提出更
高的防控要求。对此，韩明建议，
餐饮企业要严格按照当地疫情防
控要求采取措施，严格消杀、做好
用餐人员登记、公筷公勺、分餐、
无接触点餐、结账等。可对年夜
饭实施分时分区预订，减少人员
聚集。鼓励分餐制、自助餐、营养
套餐。对于合餐顾客，要做到“一
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或者“一
人一公筷、一人一公勺”。

针对冷链食材方面多次出现
被检测出病毒的情况，各餐饮单
位也做出及时变更。唐先生的酒
楼今年就取消了例如牛仔骨等国
外进口食材的使用，直接更换新
的菜品。

“冷链手续现在越来越麻烦，
也难保不会发生问题，我们干脆
就取消了这几道菜，但菜品还是
很丰富的。”唐先生说。

北京庆和楼的叶先生表示，
店内在去年11月份就取消了所有
进口冷链食材的使用，直接用国
内的食材来代替。

“比如以前用的南美大虾，
今年就选用国产同品质的虾，保
证口感和味道不受影响。同时
还对今年的菜单做出新的规划
调整，增加顾客的新鲜感。”叶先
生说。

据《工人日报》

1月11日，在位于建德市杨
村桥镇工业功能区的建德市朝
美日化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
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出口欧美
市场的医用和民用口罩产品。

连日来，该企业在保证国

内需求的前提下，生产国外防
疫所需的口罩。目前该公司日
生产不同类型的口罩数量达
300 多万只，其中 40%出口国外
市场。

通讯员宁文武 摄

“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平
台称与骑手不存在劳动关系。”手
机上的新闻APP给外卖骑手康萌
（化名）推送了一条新闻。他瞟了
一眼，还没顾得上点开，又有新的
订单来了。白天要送几十单外
卖，不停地在大街小巷里穿梭，他
只有晚上才有空看看这条刷屏的
新闻。

最近，外卖骑手韩某某在给
饿了么外卖配送途中猝死，因韩
某某属于众包骑手，饿了么平台
称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据媒体
报道，韩某某的劳动保障就是自
费购买的1.06元意外险。之后，
饿了么回应称，将猝死保障额提
升至60万元，并将在“蓝骑士关爱
金”中继续追加类似情形下的专
项抚恤金，新的保险规则实施前，
饿了么平台将提供抚恤金。

康萌的家人看到了这条新
闻，叮嘱他“工作不要太拼了，能
休息就休息一下”。送外卖一年
多了，康萌第一次感觉到外卖骑
手也会被这么多人关心。作为灵
活就业的一份子，他眼下最关心
的是，以后送外卖、送快递的还有
没有其他保障。

2020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
例同比增逾11%

韩某某家属认为，韩某某是
在工作时间、干活的时候发生的
意外，应该是工伤。但饿了么平
台认为，骑手是通过“蜂鸟众包”
APP注册成为饿了么骑手的，与
平台不存在劳动关系。

蜂鸟众包是上海拉扎斯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送餐平台，
拉扎斯公司是饿了么平台的运营
公司。“蜂鸟众包”APP的《用户协
议》称：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
服务，骑手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
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蜂鸟众
包可能会基于优秀服务质量或其
他优秀表现向骑手发放资金奖
励，但该种资金奖励不属于薪资，

不等于认可骑手与蜂鸟众包的劳
动/雇佣关系。此外，与用户签订
协议的主体是蜂鸟众包平台经营
者，即第三方代理商。

“根据协议，原则上是没有劳
动关系的。但平台委托众包商签
约的外卖员来工作，他们作为甲
方是实际使用员工（的主体），应
该对员工的任职资格、要求有明
确界定，也要保障基本的权益。”
北京解忧锦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始人周赫然说。

周赫然深耕劳动纠纷解决领
域多年，他告诉记者，外卖骑手、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
形式与一般的就业有很大差异，
导致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很难作出
精准承诺，劳动者往往不知道自
己有哪些权利与责任，对灵活就
业中存在的风险也不够了解。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
众包、兼职等灵活用工方式越来
越普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人瑞人才与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
展报告（2021）》蓝皮书显示，2020
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同比增
逾11%，达到55.68%；超过四分
之三的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而
使用灵活用工。

用工形式虽然灵活，但工作
节奏却一点都不轻松。2020年，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以北京地区网约配送员为调研主
体，开展了一项《新业态从业者劳
动权益保护调查报告》，结果显
示：有95%以上的外卖配送员日
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每天工
作 时 间 在 11~12 小 时 的 占 比
38.80%，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
的占比28.08%。

对比上一年的调研结果，上
述《报告》发现外卖配送员的劳动
时间在持续增长，每天工作11小
时以上的外卖配送员占比增加，
达到64.8%。此外，44.16%的外
卖配送员每月的送单量都在800

单以上。
近几年已发生多起外卖员死

伤事件。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
十多个关于外卖骑手猝死的判
例。从这些判例可以发现，一些
法院在判决中，往往认定外卖平
台与外卖员不存在劳动关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电
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认
为，对于众包型外卖配送员等灵
活用工形式，当前的法律制度保
障有所欠缺，主要是在劳动关系、

“五险一金”等方面还缺少成熟的
法律依据。

近半数骑手是90后，灵活就
业亟待完善制度保障

尽管法律安排仍不完善，但
灵活就业形式在加速发展，尤其
是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

《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
告》显示，56%的骑手有第二职
业。饿了么此前披露的信息显
示，该平台上有大约300万“蓝骑
士”，骑手的平均年龄为31岁，其
中90后骑手占比达47%，95后骑
手增长最快。饿了么平台上超过
20%的服务业从业者，其家庭收
入全部来自骑手工作所得。

完善灵活就业人群的制度保
障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就业研
究所所长曾湘泉指出，平台经济
带动下的灵活就业，对就业规模
的扩大起到了很大作用，快递、外
卖、网约车等更是典型代表，但稳
就业也要确保就业质量不下降，
而确保劳动者权益不受侵害也非
常重要。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
主席高小玫曾在全国两会上提
出，建议加快灵活就业立法进
程。她认为，虽然灵活就业的概
念在政府文件中已出现约20年，
却至今未全面纳入劳动行政部门
监管范围，劳动规范、劳动保障无

法可依，因而也成为劳动纠纷的
高发区。在保就业的要求下，灵
活就业从业者享有社会保障的需
求更为凸显，需要加快行动，推进
立法，建立保障。

曾湘泉呼吁，首先要搞清楚
灵活就业的规模、结构和具体情
况，特别是要区分全职与兼职，不
同情况所提供的保障也有所不
同。他认为，互联网平台不仅要
发布就业数量，也应发布就业质
量的数据。政府层面也要有专门
的机构来收集相关数据，据此制
定相应政策。“平台就业是新经济
的产物，就业质量应该比以前做
得更好才对。”

他也注意到，互联网平台经
济的灵活用工往往跨地域、跨时
间，有的还会跨越国境，而社保全
国统筹的目标目前还远未实现，
因此地方政府解决灵活用工的制
度保障也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
企业在哪里上保险，出现事故该
如何赔付……这些问题都需要中
央政府来统筹考虑，尤其是要大
力加强社会保障统筹和转移支付
方面的研究。

在薛军看来，对于互联网平
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一方面要
以穿透式监管，压实平台方的责
任，“不要让平台通过层层分包，
或者一种法律关系的建构就脱身
而出”；另一方面，应该将灵活就
业纳入到劳动监察或保护体制
中，逐步建立起新型用工关系的
制度保障体系。

不能只靠商业保险

事实上，对于互联网平台经
济中的新型用工关系，一些地方
已经或正在制定新的政策。例
如，江苏吴江、太仓等地，在地方
政府的主导下，以商业保险公司
的运作，建立独立的职业伤害保
障。

广东省人社厅等部门也发布
《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
保险的办法》，规定新业态从业人
员通过互联网平台注册并接单，
提供网约车、外卖或快递等劳务
的，其所在平台企业可自愿为未
建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
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
险费，其参保人员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在社保与法律相对缺乏的情
况下，商业保险成为大多数灵活
用工的主要保障。根据饿了么的
回应，在目前的众包服务合约中，
众包骑士每天跑单前会缴纳3元
服务费，由饿了么平台代为收取，
饿了么平台会再支付一部分费
用，共同交给骑手所服务的人力
资源商，委托其为众包骑士提供
劳务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服务，其
中约定由人力资源商为骑士投保
意外保险。

据媒体报道，猝死的外卖骑
手韩某某的电子保单显示，其购
买的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为
1.06元，保险期为1天，猝死身故
的保险赔付金额为3万元。对此，
饿了么方面表示已经注意到这个
问题，也认为这一保险结构不够
合理，正在优化中。

曾湘泉认为，商业保险可以
作为灵活就业中的补充保障，但
对于工伤事故等问题，商业保险
尚不能完全解决。而且，商业保
险是自愿缴纳的，并不具有强制
性，要补足现有的保障短板还需
要加快社会保险政策的制定和推
广。

看完网上的讨论，康萌第一
次仔细阅读了外卖众包APP中的
保险条款，里面的3元保费是他目
前全部的保障。作为一名普通的
外卖骑手，他没时间去深究这些
条款。第二天一早，他再次骑上
电动车，开始了新的工作。相比
去年，送餐时间缩短了，手机在不
停地催促着他加速前进。

据《中国青年报》

灵活就业者越来越多，如何保障权益

外卖骑手配送途中猝死引发思考
口罩订单赶制忙

奋战一个月
绍兴二环北路航鹭大桥如期“解封”

吊装突击队、工人先锋号旗帜插在施工一线，激励施工人员抢
抓进度。

订餐量下滑，企业纷纷拿出备选方案，并严控食材

疫情之下
今年年夜饭预订有哪些新变化？

（上接第1版）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工作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开展“百县万亿”提质
行动和“千镇美丽”深耕行动，
全年改造城镇老旧小区不少于
800个，持续推进历史建筑测
绘建档。同时，推进以美丽城
镇为重要载体的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全年
打造 100 个美丽城镇省级样
板、200个达标城镇，全面实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强基增效”
5年行动，探索开展“绿色处理
设施”和“污水零直排村”试点
示范，开展100个传统村落风
貌保护提升和213个省级美丽
宜居示范村创建。

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持续加强房
地产市场调控，规范房地产市场
秩序；提升城镇居民居住品质，
全年新增加装电梯800台以上；
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出台公
租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规

范房源、准入、配给、配后管理，
加强公租房精准保障，全年力争
公租房受益家庭达到25万户；
继续稳妥实施棚户区改造，全年
计划新开工棚户区改造3.5万
套；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支持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全年力争支持住房消
费1800亿元，归集资金1900亿
元。

在深化法治化数字化改革
方面，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全面推广数字化图纸，
提升并联审批、批后监管、联合
验收效率，深化“互联网+监
管”，推进建设领域跨部门联合
抽查。

会上为全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2020年
度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
业主管部门工作目标责任制考
核优秀单位、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省级园林城镇以及2020年
度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优秀单
位颁奖。

下一步将统筹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