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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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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
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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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
涉及居民近700万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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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重
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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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编制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规划和年度改造计划。养老、卫生、托育等
有关方面涉及城镇老旧小区的各类设施增设或改
造计划，以及专业经营单位的相关管线改造计划，
应主动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计划有效对接，
同步推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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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
网＋共建共治共享”等线上线下手段，开展多种形
式的基层协商，主动了解居民诉求，促进居民形成
共识。明确项目实施主体，推进项目有序实施，完
善小区长效管理机制。

《意见》要求，建立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社会
力量合理共担机制。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积
极推动居民出资参与改造，可通过直接出资、使用
（补建、续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
益等方式落实。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将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给予资金补
助。支持各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措改

造资金。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模化实施运营
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运用公司信用类债券、项目
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资，但不得承担政府融资
职能，杜绝新增地方隐性债务。商业银行依法合
规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信
贷支持。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施有偿使用、落实
资产权益等方式，吸引各类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
投资参与各类需改造设施的设计、改造、运营。落
实税费减免政策。

《意见》要求，精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审
批事项和环节，构建快速审批流程，积极推行网上
审批，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完善适应改造需要的
标准体系。推进相邻小区及周边地区联动改造，
加强服务设施、公共空间共建共享。加强既有用
地集约混合利用。

《意见》强调，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负总责，要加强统筹指导，落实市、县
人民政府责任，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做好宣传引
导，形成社会支持、群众积极参与的浓厚氛围。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部署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
道：在20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新
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北京市已连续14天
无新增报告确诊病例。截至目前，北京市所
有街乡均为低风险地区。

据介绍，6月11日至7月20日15时，北
京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35例，已出院231
例，占69%，现有在院104例，无危重病例、
重症病例，无疑似病例，尚在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12人。经评估，丰台区花乡（地区）
乡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

“小区（村）出入口管理，继续实行查证、
验码、登记措施，不再要求进行体温检测。”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社
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
委员徐颖介绍，快递、外卖等外来人员用健
康宝扫码登记未见异常可进入小区（村）。

据介绍，北京将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全面重启、有序推进北京消费季
活动。以激活消费潜力为主线，以促进新消
费22条政策为抓手，立足京彩、京券、京品、
京味、京韵、京炫六大活动板块，充分利用暑
期、国庆、“双11”、“双12”、跨年等节日节庆
节点，以及夜经济、直播带货、冰雪运动等消
费热点，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努
力稳住消费基本盘。

此外，随着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
北京宣布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表示，即日起
恢复北京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
（区、市）旅游团队及“机票+酒店”业务。
北京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开展赴京外
中、高风险地区的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业务，不接待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团队来京旅游，不开展赴汛情严重区域的
团队旅游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
恢复。

北京中风险地区清零
消费季活动将全面重启 恢复跨省团队旅游

本报乌鲁木齐7月20日电 记者耿丹
丹报道：20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鲁木齐市
疾控中心主任芮宝玲表示：“此次疫情初期
病例均与一起聚集性活动存在流行病学关
联，结合暴露时间，一代密接者多已发病，初
步判断，现有医学观察人员病例检出将呈下
降趋势。”

芮宝玲说，截至目前，排查出的密切接
触者均已接受医学观察，基本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前几日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增长较快，其中18日报告
人数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此次新发疫情一
代密切接触者已从潜伏期陆续转为确诊病
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另一方面，是由于发
现确诊病例后，迅速采取措施，对重点人群
全部进行核酸检测，一些病例在出现症状
前，就被作为无症状感染者检测出来。”

据介绍，本轮疫情发生后，乌鲁木齐市
迅速组织流调队伍，对确诊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进行调查，对全市重点产品、食品、重点
区域外环境和污水样品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对可能被污染的外环境均已实施
终末消毒。

目前，乌鲁木齐市确诊病例全部收治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确诊病例
中轻型20例，普通型24例，重型2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副院
长宋玉霞说，所有病例目前治疗积极有效，
病情平稳。为做好确诊病例的医疗救治，医
院第一时间启动由呼吸、重症、感染、中医等
领域的55名专家组成“自治区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专家组”，及时对病例病情进行评估、
分析，防止病情由轻症向重症和危重症转
变。同时，医院280名应急梯队成员第一时
间全员到岗，全力保障一线救治工作的安
全、有效运转。

“目前，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已与我们联合开
展工作。我们将在专家组的指导下，进一步
优化现有诊疗方案与流程，实行‘一人一策’
多学科协同救治和中西医病种治疗，确保病
患救治工作科学有序。”宋玉霞说。

7月19日0时至7月19日24时，乌鲁
木齐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例，无症
状感染者9例。截至7月19日24时，乌鲁
木齐市现有确诊病例46例，无症状感染者
50例。

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

现有医学观察人员病例检出
将呈下降趋势

7月19日，走在布达拉宫广场、八廓街，
记者感到游客又像往常一样多了起来。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藏接待游客达833万
余人次，旅游市场复苏率在全国排名第一。
特别是5月份、6月份，西藏旅游业率先在全
国实现正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27.04%与
36.86%，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为减轻疫情对文旅产业的影响，西藏各
级旅游主管部门积极帮助旅游市场主体渡
过难关，协调金融等部门推动旅游行业扶持
政策落地。以林芝市为例，截至5月底已有
24家旅游企业递交了贷款申请，计划申请
经营性贷款资金1.686亿元。自2018年以
来，西藏已连续开展3轮“冬游西藏”优惠活
动，总计超过6000万元的第二轮“冬游西
藏”优惠活动奖金已经全部落实到旅行社、
景区、航空公司等。“虽然第三轮优惠活动因
疫情提前结束，但已初步核算出旅行社奖励
约为1100万元，将按照程序于近期兑现。”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厅长王松平介绍。

林芝是西藏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7月
初，林芝巴松措5A级景区内已是游人如
织。据景区负责人介绍，目前游客量已逐步
回升，日均接待量达千人以上。特别是跨省
团队游的放开，将加快景区全面恢复发展。

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西藏不

断规范做好自然风光类旅游景区的开放，因
时因地健全完善疫情常态化防控管理机制，
实现一景一策、一景一案。3月份以来，西
藏有序开放了近300余个自然类景区，大力
开展“西藏人游西藏”活动，打造了“藏东乡
愁之桃村寻踪游”“藏南乡恋之红谷游”“藏
西田园之农事休闲游”“藏北牧歌之黑帐篷
慢享游”4条乡村游精品线路。

从2月份起，西藏推出了“云瞰西藏”线
上专题推广活动。自5月份起，通过线上平
台推广，西藏自驾游产业实现了全国唯一正
增长，增速达27%。“我们就是看了布达拉
宫‘云春游’和‘云瞰西藏’等一系列线上对
景区景点的直播才决定6月底到西藏旅游
的。”来自四川的自驾游游客王晨说。

4月份以来，西藏旅游部门还积极谋划
全国康养类旅游新业态的市场拓展，率先在
全国推出首批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和绿色旅
游示范基地试点。6月份，西藏自治区旅游
发展厅还与广东旅控集团合作，开展旅游直
播带货，推出了西藏牦牛肉等特色产品。7
月份，日喀则市与携程集团达成合作，双方
将共同制定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据了解，今年西藏旅游
业还持续修炼内功，投入7.78亿元开展全区
旅游基础设施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西藏旅游业稳步复苏
本报记者 代 玲

本报讯 记者柳洁、通讯员陈晓珞报
道：进入梅雨季节以来，湖北银保监局要求
全省银行业保险业做好洪涝地质灾害应急
应对和金融支持工作,要求保险公司对事
故涉及赔案特事特办，确保涉及民生的保
险保户尽快得到保险赔偿。

截至7月 19日，湖北省保险业共接
到暴雨及洪涝灾害报案4.36万笔，估损
金额10.56亿元，已支付赔款1.63亿元，
各项查勘和理赔工作正有序开展。截至
7月 16日，辖内4个巨灾保险试点地区
中，已有黄冈、武汉、恩施3个地区报损，
初步核定估损金额1919万元，首席承保
公司人保财险湖北分公司已支付赔款
1389.2万元。

7月17日，持续暴雨导致湖北恩施
市城区清江干流水位猛涨，两岸主干道
积水达2米左右，城区防汛形势十分严
峻。恩施市启动城市防洪Ⅰ级应急响
应，辖内保险机构收到财产保险报案
4415 件，其中机动车险报案 1832 件，
估损金额7386.66 万元。人保财险恩施
分公司对受灾车辆严格按照分级进行分
类处理，加快理赔速度。

在荆州石首市，新厂镇星光村约1200
亩水稻幼苗长时间遭受雨水冒顶浸泡、损
失严重。接到报案后，4名查勘员立刻赶
赴现场，并邀请农业专家陪同查看损失情
况。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组织专班于次日
赶到现场，核定损失超10万元。截至目
前，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接报案的重灾区
主要集中在石首市新厂镇、横沟市镇，损失
面积超1万亩，估损金额超200万元。该
公司已启动大灾应急理赔服务举措，开启
绿色理赔通道。对于受灾明确的案件，当
天启动赔付，赔款2个工作日内即可到账；
对于损失重大的案件，主动预赔，帮助农户
尽快挽回损失、恢复生产。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常理报道：7月
20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黄
明主持召开防汛救灾会商调度会，与水利部、自然
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当前形势，视频连线
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河南等地应急管理厅和消
防救援总队，安排部署进一步落细落实防汛救灾各
项工作。

19日，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上海、浙江、山东、

河南消防救援总队及南京训练总队的1500名抗洪
抢险、水域救援、地质灾害救援等消防救援人员，迅
速集结，火速驰援安徽省芜湖、阜阳、六安、铜陵、滁
州、淮南等地区抗洪抢险一线。

入汛以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
抢险救援7961起，出动消防救援人员9.57万人次，
消防车1.38万辆次、舟艇8273艘次，营救疏散被困
群众12.2万人。

应急管理部

1500名消防员增援安徽

湖北省保险业

加快应急理赔

本报郑州7月20日电 记者夏先清、通讯员
蒲飞报道：受降雨影响，黄河兰州以上来水持续增
加，黄河兰州水文站7月20日20时42分流量达到
3000立方米每秒，为黄河2020年第2号洪水。

按照《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试行）》规
定，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黄河上游汛情蓝色
预警，自20日21时起启动黄河上游水旱灾害防御

Ⅳ级应急响应。
黄河水利委员会已向流域相关单位发出紧急

通知，提请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省（区）水利厅
对当前防汛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防汛责任人迅速上
岗到位，靠前指挥，加强河势、工情观测，加强堤防
巡查和工程防守，发现险情及时抢护，做好河道内
人员撤离工作。

黄河出现2020年第2号洪水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据
预测，7月21日至23日，西南东北部和南部、西北
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北部及湖北西部等地
将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对此，国家防总副总指
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主持召开会商会部署防范工
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长江、淮河、
太湖等均发生洪水，此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
部雨量大，形势不容乐观。

会商会议部署，一是切实压实各项责任，严格
落实“测防报”各环节责任。二是加强预测预报预
警，为防御工作提供可靠依据。三是抓好水库安
全和科学调度。强化水库值班值守和巡查排险，

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上报；要加强水库汛
限水位和防洪调度监督检查，严禁水库违规超汛
限水位运行；要依法依规、科学调度，有条件的要
精细开展水工程联合调度，结合预报根据需要适
时做好水库预泄，充分发挥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四是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要加强险工险段和薄弱
堤段巡查，及时排查隐患、堵塞漏洞。五是做好行
蓄洪区运用准备。要从最不利情况出发，做好行
蓄洪区运用各项准备，重点按照预案落实扒口分
洪、预警转移等各项准备措施，确保需要时洪水能
有序分蓄，人员能迅速安全转移。六是做好山洪
灾害防御。

水利部

六大举措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7月20日9时，结束连日阴雨天气后，宜昌天空开始放晴，长江三峡库区水位为164.48米，三

峡大坝开7孔泄洪闸泄洪，“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正平稳通过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总库容393

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 刘曙松摄（中经视觉）

“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
平稳通过三峡大坝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
道：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公布了《关
于做好托育机构复托相关工作的通知》，其
中提出，托幼机构未达到《托幼机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修订版）》各项要求
的，不得复托。

通知要求安全有序推进托育机构恢复

入托，具体包括：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按照
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评估中小
学开学复课情况，参照幼儿园复园时间，确
定托育机构复托时间。同时，认真组织检查
评估托育机构复托前各项准备工作，未达到
《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修
订版）》各项要求的，不得复托。

国家卫生健康委

未达要求托育机构不得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