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都 83.72 6 南通 82.78

2 湖州 83.53 7 无锡 82.69

3 南京 83.39 8 杭州 82.57

4 昆明 82.80 9 上海 82.44

5 厦门 82.79 10 宁波 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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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
公共服务。8月16日，从成都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印发《2020
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情况通
报》，在全国31个省（区、市）共110
个监测城市中，成都市以83.72高
分位居2020年度全国公共服务质
量满意度第一位。

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是衡
量一个地区公共服务水平高低的
一项综合性指标，是对各地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公
共服务质量水平、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等各方面的成效检
验。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
见》明确开展公共服务质量监测
和结果通报，引导提升公共服务
质量水平。2020年，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组织第三方机构独立开
展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监测
领域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就业、医
疗服务、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生
态环境、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
共文化、公共体育、养老服务、政
务服务等12个方面，涉及商务、卫
健、人社、教育、文化、交通、民政、
体育、政务、金融等多个行业主管
部门职能职责。

根据监测结果显示，2020年

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总体满意度为
79分。从各省（区、市）看，四川省
以81.51分位居全国31个省（区、
市）第六位；从各监测城市看，成
都市以83.72的高分居于全国110
个监测城市第一位。

其中，成都市在医疗服务、公
共文化、公共体育、养老服务领域
满意度得分全国第一，在公共教
育、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政务服
务领域满意度得分位居前三，其
他领域均位居全国领先水平。“这
说明2020年市委市政府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应对疫
情冲击、保障人身健康、促进复工
复产、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
明显成效，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充
分肯定。”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看来，这也是成都
12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榜首的有力印证。

该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将紧
扣“高质量发展攻坚年”主题和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重大部
署，以深化质量提升行动为抓手，
充分发挥各行业主管部门、公共
服务提供者、社会监督力量等积
极作用，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
质量，为成都建设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做强公共服务支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

成都第一

■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不仅能改善市民生活品质，还将通过片区功
能重整培育形成区域比较竞争优势，为服务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 坚持规划引领、分类施策，深入推进片区功能重整，提升城市品
质、培育支撑功能。

■ 坚持“少拆多改”，最大限度保留文化记忆和城市肌理，实现生产
生活生态共融共生。

■ 坚持“双轮驱动”，营造新空间、植入新产业，全力打造城市有机
更新“新引擎”。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发改委获悉，《成都市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
已更新印发，按“七有两保障”分
为九大类25小类104项服务。

今年新增6个项目

记者注意到，与2020年版相
对比，不少项目在服务对象和服
务标准上都有所提高。

特殊儿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
的服务标准上调，散居孤儿由
1200元/人·月上调至1350元/人·
月；机构供养孤儿由1800元/人·
月上调至1980元/人·月。

老年人福利补贴的服务内容
增加，不仅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提供能力综合评估，还要做好老
年人能力综合评估与健康状况的
衔接。

惠民殡葬补贴的服务标准上
调。对成都市户籍逝者骨灰实施
塔葬、壁葬、一穴安放3个及以上
骨灰等节地葬的，给予一次性奖
补由1000元上调至1500元；对成
都市户籍逝者骨灰实施花葬、树
葬、草坪葬、不保留骨灰等生态葬
的，给予一次性奖补由1000元上
调至3000元。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服务对
象扩大。覆盖因家庭贫困导致生
活、就医、就学困难儿童，因自身
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
融入等困难儿童；以及因家庭监
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
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
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同时，服务标准提高了。低保（低
保边缘）家庭中重病、重残儿童参
照当年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
标准的30%发放生活补贴，每人
每月405元(生活补贴不计入低保
补助金)；未纳入生活困难家庭及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根据抚养方式分别参
照当年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
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的100%发
放，机构供养每人每月1980元，散
居养育每人每月1350元。

此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服务”“地方病患者健康管理”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特殊
群体集中供养”“少数民族文化服
务”“创业指导”等6项服务项目为
今年新增。例如，符合一定条件的
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烈
士遗属等特殊群体，可提供集中
供养、医疗等保障。

23项高于国家标准

成都市发改委社会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经逐一比对，《成都
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了对

《国家标准》的全覆盖，104项服务
标准中61项达到国家标准，23项高
于国家标准，20项属于自有项目。

其中，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特殊儿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义务教育阶
段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阶段免
费提供教科书、就业见习服务、成
都人社12333咨询服务等23项服
务项目高于国家标准。

成都市自有服务项目20项。
包括宏志助学金等教育领域4项，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就业领域
3项，婚前医学检查等公共卫生领
域1项，价格临时补贴等社会服务
领域2项，12348法律咨询服务等
公共法律服务领域2项，残疾人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资助等残疾人服
务领域3项，数字文化服务等公共
文化领域5项。

“以利民便民为导向的基本
公共服务清单标准管理和动态调
整制度改革，是成都市五项制度
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的目标是基
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同时不仅是兜底保障还要更多地
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公共服务
供给已从强调“有没有”转向“好
不好”发展，成都将按照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目标，不断扩大普惠化优质化公
共服务供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2021年基本公共服务
成都上调这些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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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加速
35个片区更新项目

截至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超过60%。根据城市发展规律，
我国已经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
即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
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

作为一座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的
超大城市，成都早已开始进行城市有
机更新的探索。随着探索实践步伐的
加快，成都迎来了越来越频繁的项目

“上新”。枣子巷特色街区、猛追湾市民
休闲区，大川巷、文殊坊、华兴街……
它们一亮相便成热门“网红打卡地”。

张毅曾深度参与《成都市公园城
市有机更新导则》的编制，在他看来，
成都正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形成
了自己的经验与特色。

采用“片区系统化推进+点状项
目探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城市有机
更新，就是成都的主要经验之一。成都
在老城通过核心项目和重点片区带
动，系统化推进更新工作。比如“八街
九坊十景”“一环路市井生活圈”、锦江
公园等重大工程的系统化统筹推进，
以及枣子巷特色街区、猛追湾市民休
闲区等点状更新项目的探索，现如今
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效果。

就拿今年来说，“面街”、爱情巷、
“吃货街”等等城市有机更新点位以密
集的频率亮相。这些都是“一环路市井
生活圈”所串联的点位。如今“一环路
市井生活圈”已然成势，成为承载城市
烟火气与高品质生活的一张重要名
片。成都正在走向更深的探索，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成都已启动片区更新项
目3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13个、社
区更新项目200个。

“上新”背后
成都如何对症下药？

路径探索的过程中，成都实践也
形成了独有的特征。

张毅说：“体现公园城市理念下以
人民为中心的更新导向；对老城空心
化主动调适，促进产业重构和转型升
级；聚焦‘三城三都’建设，强调文脉保
护与传承；空间更新与社区治理联动，
推动多元主体共治。这四大特征，是成
都在有机更新实践中所呈现的。”

以“主动调适老城空心化”为例，
倘若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聚集在新区，
那么城市生活生产空间会逐渐失衡，
造成老城产业功能的空心化，同时引
发一系列的大城市病。在这种情况下，
城市更新就必须解决产业重构和转型
升级的问题，让老城焕发新活力。

下转02版

成都，需要什么样的
城市有机更新？

● 体现公园城市理念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更新导向
● 对老城空心化主动调适，促进产业重构和转型升级
● 聚焦“三城三都”建设，强调文脉保护与传承
● 空间更新与社区治理联动，推动多元主体共治

英国艺术大师约翰·拉斯金曾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把诗歌与
建筑看做克服人类遗忘的有力征服者。从这一视角出发，许多人在探
讨城市更新时，将城市有机更新比作“唤醒城市记忆”的良方，因为文
化记忆与城市肌理能从而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

不仅如此。城市有机更新亦被视为破解超大城市“成长烦恼”的一
剂良方。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由“量”到“质”的转型阶段，城市更新
越来越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城市更新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城市纷纷展开探
索，成都一系列布局铺开。今年，成都提出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
程”，其中就包含了“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为了引领城市有机更新，今年7月，成都市住建局牵头编制了《成
都市公园城市有机更新导则》；8月，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成
都市“中优”区域城市有机更新总体规划》。8月16日，成都市城市更新
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举行。又一批项目启
动更新，探索之路，正越走越深。城市不能“千城千面”，存量时代的更
新改造，更应聚焦特点，对症下药。那么成都正在探索一条怎样的有机
更新之路？对此，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对话了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规划设计三所所长张毅等专家。

枣子巷特色街区

金牛区抚琴街道打造的面街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家华
袁弘） 8月16日，成都市城市更新和老
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重大项目集中启
动仪式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
平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实施城市更新
和老旧小区改造，是成都市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秉持
公园城市理念，不断深化规律研究、创
新方式方法，坚持“少拆多改”，通过城
市有机更新和片区综合开发，全面提升
城市功能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国家开发
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邵立波出席。

成都坚持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为统揽，按照“功能
优先、产业优先、生态优先”理念，以“留
改建”方式系统实施城市有机更新，持
续推进规划建设治理营运一体化，实现
了功能、产业、业态和场景营造综合提
升。今年以来，成都已启动片区更新项

目3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13个、社区
更新项目200个。其中，一环路市井生活
圈已然成势，望平坊、华兴街成了网红
打卡点，八里庄工业遗址片区实现了从

“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华丽转身。
当天的启动仪式在此次集中开工

项目之一华西坝片区举行。这一片区
将依托四川大学“一校四院”创新资
源，聚集高精医美产业发展，深耕新材
料研发制造、高精医美服务、“医美+”
新经济等细分领域产业方向，打造高
精医美产业创新区、公园城市健康新
社区、百年华西人文活力区，努力形成
千亿级医美健康产业集群，打造形成

“百年华西坝·医美健康城”。
仪式结束后，范锐平听取了全市

城市有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
程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成都是
国家中心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
成渝极核城市。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不
仅能持续改善市民生活品质，还将通
过功能重整培育形成区域比较优势，
为服务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要始终
坚持规划引领、分类施策，根据区域功
能定位特色，通过城中村拆建、老旧小
区改造、商业和工业集中区腾迁、闲置
低效用地复合利用、重大城市功能植
入、社区公共服务功能重整等，深入推

进片区功能重整，提升城市品质、培育
支撑功能。要坚持“少拆多改”，不搞“大
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文化记忆和城
市肌理，更好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共融共
生，降低城市有机更新综合成本。

范锐平指出，城市有机更新事关
城市长远发展，是市民群众美好生活
的骨干支撑工程。一个片区通过有机
更新，不仅将改善区域的生产生活环
境，还将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创造更多
新的就业岗位，促进市民知识结构、技
能结构优化提升。要坚持“双轮驱动”，
营造新空间、植入新产业，全力打造城
市有机更新“新引擎”。要加快制定城
市有机更新导则，吸引社会企业广泛
参与，争取社区居民共同支持，加快打
造一批承载美好生活的未来社区。

当天，与会人员还前往锦江区华
兴街特色街区、成华区萌想星球107文
创园区观摩学习。

市领导谢瑞武、苟正礼、方存好、
邓涛、韩春林、刘玉泉、张瑛，四川天府
新区党工委书记刘任远参加。

坚持“少拆多改”提升功能品质
以新空间新产业打造城市有机更新“新引擎”

成都市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重大项目集中启动
仪式举行 范锐平李言荣邵立波出席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
平同志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文稿72篇。其中部
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
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作出的重大战
略判断和战略抉择。紧转02版

习近平同志《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