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第十四届全运会今日

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 贵阳市派出

48名运动健儿出征本届全运会。

本届全运会共设 54 个大项 595

个小项，其中竞技比赛项目设 35个大

项 410 个小项、 群众比赛项目设 19

个大项 185个小项。 决赛期间，共有

12000余名运动员、6000余名代表团

官员、4200余名技术官员参与比赛。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贵阳市共

派出 48名运动员参与各项比赛。 其

中，37 名运动员将代表省队参与 10

个大项、30个小项的决赛。曾在上届

全运会拿下女子 500 米双人皮划艇

决赛冠军和女子 200 米单人皮艇冠

军的李悦， 将在本届全运会上参与

单人皮艇 200 米、500 米、 双人皮艇

500 米三项比赛；在上届全运会中获

得男子团体冠军、 个人全能亚军的

邓书弟将参与男子体操团体比赛。

除此之外，田维政、陈灵亚、帅常文、

谭彪、贾晓晔、李卢艺、崔润一等实

力选手也将参与各自优势项目奖牌

的角逐。

此外，11 名来自不同行业的群

众运动员将参与中国式摔跤、围

棋、桥牌 3 项群众项目的决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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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4 日从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 自今

年秋季学期起，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

过 8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 12000 元；

全日制研究生则由不超过 12000 元

提高至不超过 16000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

综合考虑学生贷款需求和财政承受

能力等因素， 为了进一步减轻学生

的经济压力， 将国家助学贷款额度

提高 4000元。 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

付学费和住宿费， 超出部分可用于

日常生活费。

已经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

生，能否享受到新政策？ 教育部财务

司司长郭鹏表示， 对已经提交贷款

申请或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学生，如

果确有需要，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

增加贷款金额。

“财政部、 教育部做了反复测

算，结果显示，学生的还款压力变化

不大， 不会因为贷款额度的增加而

导致贷款不良率大幅度上升。 ”财政

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家玉说。

针对一些学生无力偿还贷款的

情况，郭鹏表示，对于因病丧失劳动

能力、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家庭

成员患有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

别低的毕业借款学生， 如确实无法

按期偿还贷款， 可向经办机构提出

救助申请并提供相关书面证明，经

办机构核实后， 可启动救助机制为

其代偿应还本息， 免除这部分学生

的后顾之忧。

欧文汉介绍， 国家助学贷款作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的一项重要资助政策， 是我

国普通高校学生获得资助的重要渠

道。 该政策自 1999 年开始实施，截

至目前， 已累计发放助学贷款 3000

多亿元，共资助 1500 多万名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为支持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

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日常生活

位于白云区的体育路曾因路面

开裂下沉、人行道破损和路灯缺失等

问题，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生活和出

行，如今，体育路变了样———体育墙

绘引人注目， 平坦宽敞的沥青路面、

规范统一的隔离护栏、节能美观的太

阳能路灯等公共设施，取代了昔日模

样，让体育路不再被人视为畏途。

这，只是贵阳市“三改”（棚户区

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改造）

融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一个例子。

“三改”工作是贵阳市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强省会”五

年行动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对优化城

市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体现。群众是否满意是“三

改”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推

动工作、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 为此，

贵阳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积极回应群众普遍关心、关切的

问题，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让“三

改”真正改到群众心坎上。

棚户区改造：改善低收入

群体人居环境

“棚户区”多指老城区建筑密度

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建筑

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

设施不健全的区域。 实施棚改，旨在

改善人居环境，增进低收入群体在居

住方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几天，南明区华润置地贵阳九

悦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地推进建设。 之

前，这里是铁运巷棚户区，房屋老旧、

排水不畅，一下大雨污水就会倒灌进

居民家中。 去年 11月，华润置地贵阳

公司获取该地块后，以“高品质、高颜

值、高效率” 的定位对该区域实施二

次开发。

在南明区二戈寨东站货场棚户

区改造项目现场，不少居民对迁居新

址抱着期待。 二戈寨东站货场棚户区

的改造将改变原址没有生活配套的

现状。“听说改造后，除了修建高档住

宅，还有配套的学校、社区公园，我们

都等着能早点搬回来。 ” 已经完成签

约、即将搬离的住户表示。

通过改造，落实城市公共服务均

等化要求，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进

教育、生活、购物、休闲娱乐、综合交

通等配套，让建筑变高、道路变宽、小

区环境变美；城市功能更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条件更好。 同时，水、电、路、

气、充电桩、停车场（位）等市政配套

设施也将不断完善，进一步提升公共

服务能力。

据悉，2021年贵阳市棚户区改造

任务可概括为 3 个指标：66609 户、

1164万平方米、101个项目。 截至目

前启动了 69个项目， 涉及 49267户

共 805.62 万平方米， 启动率为

73.96%。

老旧小区改造：告别脏乱

差，家园更靓丽

进入 9月，云岩区头桥路 1号楼

3单元的居民们心情格外好。 主要原

因是居住多年的小区如今大变

样———楼房外墙重新粉刷，小区硬化

了路面，临街窗户也全部更换为铝合

金窗户。

头桥路 1 号楼建于 1997 年，存

在着很多老旧小区的“通病” 。 长期

以来，楼栋立面破损严重，外部网线

杂乱无章，路面坑坑洼洼，下水管道

无人维护，化粪池无人清掏，导致多

处下水井堵塞，污水横流。

为此，今年云岩区将其列入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针对居民提出的迫切

需求实施。 目前，头桥路 1号楼已完

成了楼栋立面、楼下道路、公共配套

设施的改造。

“贵阳市还有很多类似头桥路 1

号楼这样的老旧小区。 老旧小区指建

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

套设施不完善、 社区服务设施不健

全、 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

（含单栋住宅楼）。”贵阳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说，结合城市居住社区“补

短板”要求，贵阳市将 2000年前建成

居住区且 2026年前无开发计划区域

全部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增设停车位、 改造排水管道、改

善消防设施、加装电梯、修缮外立面、

绿化环境……随着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的快速推进，原本一个个环境脏乱

差、配套设施不完善、社会治理不健

全的老旧小区，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背街小巷改造：既要城市

“面子”，也要民生“里子”

背街小巷连通居民小区和主次干

道，一头关系民生福祉，另一头关联城

市发展。 背街小巷改造既提升城市的

“面子” ，又改善民生的“里子” 。

在背街小巷改造中，贵阳市高位

推动、规划引领，按照“一街一策、一

街一景”的思路推进建设。 除了对沿

街路面、墙面和立面进行改造外，还结

合街巷自有的文化特色、历史遗迹、特

色餐饮等，打造具有人文景观和特色

风貌的精品背街小巷。

在观山湖区红街一号路，记者见

到，昔日破旧的路面被新浇筑的彩色

透水混凝土代替，牢固平整的路缘石

也安装到位，新栽种的香樟树及新添

设的花坛给道路增添了几分绿意。

与红街一号路紧邻的是碧海南

路、梨园路、桃林路，形成一纵三横的

路网结构。 这几条背街小巷由于建造

时间长、公共服务欠缺，导致环境卫

生脏乱差、安全隐患多、杂物随意摆

放、停车难等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今年观山湖区将这 4条背

街小巷与位于金融城的财富街一同

纳入区级示范街进行改造。 “5条区

级示范街的整改包含了环岛拆除及

路面恢复、人行道及车行道更换及修

复、树池及花池改造、商铺标牌统一、

排水改造等各项基础设施。 ”观山湖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治理后期，还将引入特色、精致的

园林景观小品，并融入文化元素打造

靓丽街巷，进一步改善城市面貌。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协

调整治处负责人表示，今年贵阳市将

完成 360条背街小巷的改造。 改造完

成后，引导社区、居委会、物业、居民

参与共建共治，确保长效管理。

“三改” 的背后，不仅是城市面

貌的更新，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的增

强，更是民生“三感” 的提升。 通过

“三改” ，将破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的棚户区、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造

成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环境整洁的

新小区，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事，

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做

到“我为群众办实事” ，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实

习生 陈庆庆

以“三改” 促“三感” 改出美好幸福新生活

———贵阳贵安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系列报道（三）

如今，去商场、超市购物已经成

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它既能满足日常所需，也是我们

忙碌生活的一种调剂。

共建和谐便捷的购物环境，我

们要做到文明购物。

到商场， 要自觉维护公共空间

的整洁、美观及公共设施的完整，遵

守商场“禁止携带宠物入内” 、“禁

止吸烟” 等规定。

商场内购物，挑选家用饰品、电

器类等商品时要轻拿轻放， 不满意

时放回原位。 试穿衣服和鞋子等，不

满意离开时应向导购人员礼貌致

谢。

要养成绿色环保的习惯， 尽量

使用菜篮和帆布袋等代替超市塑料

袋， 挑选蔬菜时如果数量少可将多

种菜放置一个包装袋一起称重，减

少浪费。

挑选商品时不要随意拆开包

装，不乱品尝散装食品；挑选散装食

物时不要直接用手抓， 要用配备的

铲子、夹子等工具。

购物结账要排队， 如果实在有

事需插队， 应尽量向周围人解释原

因并征得他人同意，切忌横冲直闯，

也别忘了向他人致谢。

购物虽是日常小事， 也能彰显

一个人的文明素质。 践行文明购物，

共同营造和谐有礼的社会氛围，让

文明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

贵阳市 2021 年 “我们的节日·中

秋” 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将于 9 月

17日在修文县谷堡镇索桥村举办。

本次活动由贵阳市委宣传部、

市委组织部、修文县委县政府主办，

活动以“感恩奋进 永远跟党走” 为

主题，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贵阳”

为活动主线， 将传承中秋传统节日

文化与推进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相结合， 旨在加强贵阳贵安

乡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

建设，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精神文化需求。

据悉， 当天主题活动主要为文

艺展演、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展示及

文化传承活动。 届时，贵阳市文联将

组织市音协、 市舞协等 200 余名专

职演员演出 15 个文艺节目，文艺展

演过程中将穿插党史、红色故事、乡

村振兴知识问答与现场观众互动。

与此同时， 现场还将开展理论政策

宣讲、文化传承、医疗健康、教育科

技、体育健身、文明礼仪、移风易俗

等方面的志愿服务活动。

中秋节期间， 贵阳市将通过系

列活动，引导人们在学经典、唱红歌

过程中接受教育， 激发大家的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 全面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真正做到

群众在哪里，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就

延伸到哪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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