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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羚牛谷景色。

一场降雨过后，位于
陕西柞水县的牛背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羚牛谷空气
清新，呈现出别样的美
景。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雨后牛背梁
风景别样美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大力改造提升城
镇老旧小区，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
好。这是国务院首次就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出台的
专门文件。

老旧小区怎么改？目前进展如何？资金从哪来？
下一步将怎样推进？在21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
人对百姓关心的问题作了解答。

怎么改？坚持居民自愿、尊重居民意愿
目前，全国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涉及居民上亿

人，情况各异，任务繁重。面对量大面广的老旧小区
改造任务，各地该怎么做？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以社区为主战场，以居民为
主体开展的一项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
说：“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要坚持居民自愿、
尊重居民意愿，激发居民参与积极性。改得好不好？
要由居民来评价。改后怎么管？仍要引导居民协商确
定。”

意见为老旧小区改造列出了时间表：2020年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到2022年，基本形成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到“十四五”期末，结合各地实际，力争基本完成
2000年底前建成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意见要求，改造内容可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
升类3类，各地因地制宜确定改造内容清单、标准。

为什么要这样划分？黄艳说，划分这3类主要是
依据老旧小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居民的具体需求来划
分的。在实践中，应该结合供给侧改革，补齐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短板，给居民提供菜单式选择。

“基础类是涉及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和居住安全、
日常生活保障的基本设施。”黄艳说，对此要求应改

尽改，并且尽量要求一次性改到位，避免短期内反复
改造、多次扰民。

完善类应为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型生活
需求的改造内容，包括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
区内建筑节能改造、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提升
类应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改造
内容，包括养老、托育、卫生防疫、助餐、家政保洁
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资金从哪来？政府、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
意见明确，要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社会力

量合理共担机制。如果出现居民出资意愿不强的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黄艳说，基础类改造由中央补助以及各级财政投
入重点支持；完善类则根据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提
升类更要求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的投资，通过设
计、改造、运营给予一定补助和支持，更多依靠社会
专业化的服务和投入来解决。

她说，涉及的居民出资主要在完善类中，如电梯
改造。意见明确支持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
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这能减轻居民出资部分的
筹资压力，帮助更多居民改善居住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刘世虎
说，今年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中央预算
内投资安排543亿元，目前已经全部下达完毕，实现
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翻番，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翻番”。

刘世虎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中央预算内投
资主要支持供水、排水、道路等与小区相关的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以及养老、托育、无障碍、便民服务等
小区及周边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其中，中央预
算内投资将向排水等公益性改造内容倾斜。

财政部综合司负责人赵志红说，在税费政策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对参与政府
统一组织的老旧小区改造的专业经营单位，对其取得
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配套资产改造所发生的费用，可
按规定计提折旧在税前扣除；所发生的维护管理费
用，可按规定计入当期费用税前扣除。

如何推动？政府统筹、条块协作
老旧小区改造是非常复杂的工程，怎样才能更好

地推动实施？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统筹、条块协
作、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专门工作机制。

黄艳说，政府方面需要制度创新，在工作推动过
程中，需要构建特别有力的工作机制，这是完成老旧
小区改造的一个基本条件。此外，还要有社区层面的
动员组织机制，不能是从上往下的指令性工程，而应
该是自下而上的项目生成。上下结合的机制也考验地
方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黄艳说，根据试点经验，有很多民营企业，包括
国企，对老旧小区改造非常感兴趣。“这是城市发展
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城市建设已经从粗放扩张类转
到内涵提质类，今后很多工作要转移到完善公共产品
的供给上。”政府要给政策支持，需要长线保障。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在改善困难群众居住条件的同
时，对于稳定投资增长等也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刘
世虎表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除了本身产生的更新改造投资以外，还会带动行业上
下游的产业发展，带动居民户内改造、装饰装修、家
电更新。

对于今年的改造目标，黄艳表示，进入6月后，
大部分地区进入施工黄金期，老旧小区改造明显加快
进度。“根据各地上报汇总的情况，在6月底，老旧小
区改造已经启动了将近50%的工程。所以我们非常有
信心，今年能够顺利完成目标。”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改造提升老旧小区 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记者 王优玲）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组织建设的全国性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就业
在线”近日正式上线，为求职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用
人单位提供全流程服务。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就业在
线”通过网页和电子社保卡等方式开展应用，发挥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机构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作用，实现
招聘求职信息实时全面汇聚、共享和发布，并基于平台统
一提供的用户管理及岗位发布、简历投递、信息推送等能
力，支持跨区域、跨层级开展招聘求职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地公共性与市场化线上招聘平
台遍地开花，在提升就业便捷性的同时，也使求职者与招
聘方不得不在多个平台注册，导致招聘求职需要重复编辑
并发布信息，效率大幅降低。

这位负责人表示，“就业在线”采取“平台+旗舰店”
的运营模式，在不改变现有招聘求职平台经营模式的基础
上，实现对各类招聘求职信息资源的全面汇聚，形成招聘
求职服务总门户、总枢纽，降低多地域、多平台招聘求职
的成本。

人社部“就业在线”上线
服务“一站式”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王雨萧）记者22日从
商务部获悉，南京夫子庙步行街、杭州湖滨步行街、重庆
解放碑步行街、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和西安大唐不夜城步
行街被商务部确认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
长王炳南说，从2018年底起，商务部在11个城市开展首
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工作，累计改造商业体80多万平
方米，引进知名品牌900多个，新增旗舰店、首店80余
家，11条步行街均实现5G信号覆盖。同时，创新“众管
共治”的街区管理机制，实施“小额争议先行赔付”“无
理由退货”等举措，步行街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不断优
化。2019年，11条步行街总客流量和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2.6%和17%。

王炳南表示，改造提升步行街就是要顺应消费升级的
趋势，优化环境，完善设施，增加优质商品供给，满足居
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要发挥消费引领生产的作
用，推广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以
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商务部公布首批5家全国示范步行街名单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记者 白瀛）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22日通报，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我国地
面数字电视覆盖网已全面建成。到今年底，无线模拟电视
将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全面进入数字电视时代。这是广播
电视领域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重大成果，标志
着我国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取得重大进
展。

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
政策鼓励并支持发展有线电视、直播卫星数字化入户覆
盖，将地面数字电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
项事业快速发展，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传输覆盖体系全
面建成，我国已经成为广播电视数字化发展大国。

据悉，截至目前，全国有线电视和直播卫星用户分别
达到2.1亿户和1.3亿户，5000余座发射台、上万部数字电
视发射机覆盖广大城乡地区，通过多渠道传输覆盖系统，
观众打开电视就能收看到数字电视节目。

该负责人说，广电总局将进一步聚焦“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全力推动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升级，着力改
善贫困地区电视收看效果，通过有线、无线、直播卫星综
合覆盖，使贫困地区群众收看到更加清晰的电视信号、更
加丰富多样的电视节目，不断提升收视体验，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做到“享受高质量电视服务、一个
观众也不能少”。

我国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已全面建成
无线模拟电视将退出历史舞台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3日电（记者 胡喆 周旋）“圜则
九重，孰营度之？”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我国在海南
岛东北海岸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
箭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飞行2000多秒后，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火星
探测之旅，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探测器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7个月后，到达火星
附近，通过“刹车”完成火星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并择机开
展着陆、巡视等任务，进行火星科学探测。

对宇宙千百年来的探索与追问，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
的航天梦想。从古代诗人屈原发出的《天问》，到如今我国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太空探索无止
境，伟大梦想不止步。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刘彤杰表示，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工程
目标是实现火星环绕探测和巡视探测，获取火星探测科学
数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技术跨越；同时建立独
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工程体系，推动我国深空探测活动可持
续发展。

我国火星探测作为开放性科学探索平台，包括港澳地
区高校在内的全国多地研究机构积极参与研制过程，并与
欧空局、法国、奥地利、阿根廷等组织和国家开展了多项合
作。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立项，由国家航天局组织实施，具体由工程总体和探测
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组成。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第三届景德镇市文明校园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小学：乐平市第五小学、乐平市第十一小学、乐平

市第十二小学、乐平市众埠镇廷鸾小学、浮梁县蛟潭镇中心
小学、浮梁县江村乡中心学校、浮梁县第二小学、景德镇市
陶新小学、景德镇市第十七小学分校、景德镇市昌江区实验
学校、景德镇市昌江区第十一小学、景德镇市第五小学、景
德镇市昌南新区先锋小学

2、中学：浮梁县王港学校、浮梁县三龙中学、乐平市
第二中学、乐平市浯口镇中学、景德镇市陶阳学校、景德镇
市昌河中学、景德镇市第三中学

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
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未成年人见
贤思齐，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
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开展了“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经各学校、各县（市、区）委
宣传部、市各相关单位推荐，以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组织专家组进行了考评和审议。经研究，
拟推荐市第一小学江奕鸣等20名同学为景德镇市
2020年“新时代好少年”，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0年 7月23日至2020年 7月29
日，如有异议，可通过电话、邮件、传真、信函的
方式，以真实姓名向市委宣传部反映。

联系电话：8220536；
邮箱：jdzswck@163.com；
地址：景德镇市瓷都大道666号，市发展中心6

号楼市委宣传部229室。

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景德镇市文明办
景德镇市教育局 共青团景德镇市委
景德镇市妇联 景德镇市关工委

2020年7月23日

2020年景德镇市“新时代好少年”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江奕鸣 景德镇市第一小学
徐一萌 景德镇市陶阳学校
王子硕 景德镇市第二小学
刘梓睿 景德镇市梨树园小学
胡绍君 浮梁县蛟潭镇中心学校
王承僳 浮梁县湘湖镇中心小学

梅朵儿 浮梁县第一小学
倪诗棋 乐平市第二中学
朱思奕 乐平市第二中学
余昭阳 乐平市第九小学
陈子璐 乐平市第十小学
虞佩瑾 景德镇市第二中学
张馨月 景德镇市百树学校
何璟涵 景德镇市十三中学
陈昕宇 景德镇一中
宋玥莹 景德镇市昌江区实验学校
何海兰 景德镇市昌江区实验学校
于紫莹 景德镇市第二十一小学
周浩宸 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镇中心

小学
方堃蕾 景德镇市昌南新区罗家学校

关于景德镇市2020年“新时代好少年”候选名单的公示

关于第三届景德镇市文明校园候选名单的公示
根据景德镇市文明办、景德镇市教育局

《关于组织开展第三届景德镇市文明校园评选
表彰活动的通知》 工作安排，经各学校申
报、各县 （市、区） 文明办、教体局考评审
议和推荐，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
织专家组进行了考评和审议。经研究，拟推
荐乐平市第五小学等 13 所小学、浮梁县王港
学校等 7 所中学为第三届景德镇市文明校
园，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0年7月23日至7月29日，

如有异议，可通过电话、邮件、传真、信函的
方式，以真实姓名向市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8220536；
邮箱：jdzswck@163.com；
地址：景德镇市瓷都大道666号，市发展中

心6号楼市委宣传部229室。

景德镇市文明校园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