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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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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微改造焕然

一新、改善保障房配套基础

设施、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应保尽保……媒体

近日从广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获悉，该局多渠道收

集人民群众意见 ， 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 ，目前已制定

整改措施

129

项。通过切切

实实为民服务解难题，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不但让

城市变得更漂亮，焕发老城

市新活力，也让老旧小区居

民居住更舒适、 更幸福，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这无疑是一个城市微改造、

民生大保障的好抓手。一提

到“老旧小区”，人们首先想

到的就是小区破、 硬件差、

居民生活不便，就像位于海

珠区的兰蕙园，曾经外观残

旧、“三线”凌乱、路面破裂，

小区排水、排污管网因年久

失修而出现淤积和化粪池

堵塞，让居民烦恼不已。 因

此，老旧小区改造必须先从

硬件着手。

无论是硬件设施、小区

空间，还是公共配套，老旧

小区都面临着突出问题，改

造 要 从 何 入 手 ？ 首 先 是

“治”，治危房、治违法建设、

治开墙打洞、治公共空间违

规使用、治乱搭架空线。 然

后是 “补”，补防水抗震 、补

市政基础设施、补居民上下

楼设施 、补停车设施 、补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补小区信

息化应用能力等。

顺利推进“治”与“补”，

一要厘清“规定动作”“自选

动作”和“混合动作”。 像管

网改造、光纤入户、完善无

障碍设施、垃圾分类设备等

属于“规定动作”，由政府兜

底； 停车位和充电桩建设、

小区绿化等则属于“自选动

作”，当由居民自筹；旧楼加

装电梯则属于“混合动作”，

居民自筹与财政补贴相结

合。 二要采取“一楼一策”，

针对不同老旧小区的特殊

情况，采取“菜单式”改造。

补齐硬件短板，老旧小

区有了新面貌， 但还不够。

众所周知， 老旧小区问题，

有“硬”也有“软”。 譬如，许

多老旧小区居住群体构成

复杂 ，多以老年居民 、退休

人员、下岗职工 、外来购房

户、租赁户等为主 ，小区自

治不够完善，许多老旧小区

连业委会都没有，居民处于

一盘散沙状态。 因此，老旧

小区改造不能满足于外观

改善，还要深入到小区内部

结构，帮助小区成立小区业

主委员会、聘请物业管理公

司， 建立健全由政府主导、

居民自治、社会力量协同的

小区治理体系。对暂时没有

条件成立业委会、实施物业

管理的老旧小区，也应实行

准物业管理， 在清扫保洁、

安保巡查 、维修养护 、垃圾

分类等方面予以规范。内外

兼修，老旧小区生活才会有

彻底的改观。

“三分建、 七分管”，政

府投入资金对老旧小区进

行改造，如果后期管理跟不

上，不久也会反弹。 最佳的

办法就是，把老旧小区整治

完的后续管理工作让位于

社会化 、市场化 、专业化的

管理力量 ， 政府应乐见其

成。

◎

连海平 媒体人

一些有松绑调控政策

想法的城市，很大程度上还

是因为地方财政吃紧。“未

作充分的市场调研和论证，

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市场影

响缺乏充分的预判和评

估”， 从开封市住建局给出

的这一撤销理由来看，当地

并没有吸取此前个别城市

的教训，再次试探性地“投

石问路”，可在舆论质疑时，

又很快表示“将继续严格落

实房地产市场管理政策，促

进开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楼市新政“一日游”

很不严肃， 也凸显出在楼

市调控关键期， 全社会对

楼市价格变动和政策变化

高度敏感。 此时， 任何城

市在楼市政策上的操作，

都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很多人在很大程度

上仍看涨楼市预期的情况

下， 一旦“限” 字为主的

调控思路开了口子， 很可

能会形成一种难以预测的

“羊群效应”。

———经济日报《政策朝

令夕改不利于楼市稳预期》

分布在社会中的危险

因素，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显示了我们对这个群体的

管理还有很大疏漏。目前来

看，患者登记率、救治救助

率、在册患者服药率等仍不

理想。

———南方日报 ：《从源

头管控好精神病患者》

烟草包装上印图形警

示是有效的健康教育手段，

把“腐烂的肺” “漆黑的

牙齿” 等警示图片印在烟

盒上， 可以明显遏制烟民

的吸烟冲动。 然而， 这项

行之有效的控烟良策， 在

国内至今难觅踪影。 香烟

包装盒精美依旧， 一些所

谓的文字提醒也成了点缀，

甚至给烟草增加了几分

“神秘感”。 无论存在何种

困难和阻力， “警示图案

上烟包” 等控烟措施必须

尽快落地， 健康中国的进

程中， 容不得畏难不前、

得过且过。

———北京青年报 ：《控

烟行动要敢于啃硬骨头》

◎

木木 辑

老旧小区改造要“软硬兼施”

白

话广州

中大布市未来

近日，一篇关于中大布匹

市场未来规划嘅文章引起咗

街坊关注。 原地升级，定系搬

去清远？ 再次成为业内焦点。

一座市场，点解会有咁嘅江湖

地位， 值得翻来覆去研究呢？

呢件事，要从广州嘅历史讲起。

从明清开始，广州织造业

就一直好发达 ，如今 ，大名鼎

鼎嘅锦纶会馆，建于清朝雍正

年间，当年就系织造业老细议

事嘅地方。 “广纱甲天下” 嘅

传说亦系当时流传开来嘅。呢

份传承，到咗新中国成立以后

依然长盛不衰。贩卖布匹嘅商

贩， 喺上世纪

80

年代瞄准咗

当时开阔嘅中大南门地区，设

摊叫卖，日积月累 ，逐渐形成

咗中大布匹市场。

初时 ， 呢个市场环境杂

乱， 有好多消防交通隐患，被

政府部门再三改造完善，环境

先至开始改良。 后来，越来越

多人来呢度做交易，中大布匹

市场亦成为广州商都体系嘅

一个重要卖点。

不过 ， 随住广州城市发

展 ，定位变迁，庞大嘅布匹市

场亦开始同周边嘅交通等问

题发生矛盾。 近年，关于该不

该搬走中大布匹市场嘅讨论

亦不绝于耳。而大家最关心嘅

问题系：搬走之后 ，会唔会导

致原来积攒嘅客流减少，从而

影响来之不易嘅布匹贸易呢？

因此，中大布匹市场嘅未

来先会被如此反复讨论，却唔

会贸然决定———呢个，亦系做

咗成千年生意嘅广州人，一个

极为谨慎嘅思维吧。

◎

周公子 自由职业者

市

民论坛

业委会肆意妄为

不能止于事后罢免

深圳市龙华区七里香榭

花园小区业委会集体违规，两

百业主要求将其“罢免”，该小

区日前正式召开业主大会临

时会议，就罢免第一届业委会

进行表决（《羊城晚报》

7

月

23

日）。

据报道，七里香榭花园小

区业委会成员，存在擅自利用

小区共用部位、公共设施设备

进行广告经营，擅自选聘物业

公司等违法行为，为此，

5

名业

委会成员均被住建部门处以

罚款和限期改正。 此事件，再

次敲响了对业委会权力强化

监督的警钟。

业委会是代表业主行使

自治管理权的机构，也是业主

大会日常事务的执行机构，对

与物业有关的事项拥有一定

决定权。 一段时间以来，业委

会决策随意、侵害业主利益的

事不时见诸报端。 一些业委会

乱作为 ，侵害业主利益 ，影响

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原因有很

多，其中包括对业委会日常监

督机制的缺乏。

对业委会而言 ， 权力越

大，诱惑也越多。 去年

9

月深

圳法院宣判的某小区业委会

主任挪用资金案，再次印证了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的

铁律。 案情显示，该小区原业

委会主任王某浩在职期间，私

自从业委会对公账户中转出

人民币

44

万元至自己私人账

户用于投资，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9

个月。 “无赖假定原则”

告诉我们：应当在进行规则设

计的时候， 以最坏的想象，在

人性恶的假设之上建立可靠

的预防机制，把业委会成员发

展成“无赖”的道路堵死。

规范业委会履职，需要依

靠制度，保证广大业主的监督

权利。 在这方面，成都市郫筒

街道一里阳光小区的做法或

许可给我们以启示。

2018

年

1

月 ，通过业主大会选举 ，一里

阳光小区正式成立小区“监委

会”。 监委会由

3-7

名常务委

员和若干非常务委员组成，主

要职责包括，对小区公共收益

和维修资金使用、小区物业公

司选聘等业主议定的决议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

设立小区监委会，至少有

以下几点好处：一是接受业主

的投诉，协助街道、社区、业委

会妥善处理各类诉求，解决各

类纠纷；二是通过广泛征求业

主建议， 所带来的多元视角、

丰富信息，有助于业委会管理

拾遗补缺 、纠正不足 ；三是借

助广大业主力量，拓宽监督渠

道，倒逼业委会规范履职。

深圳七里香榭花园业委

会集体违规， 损失已成事实。

召开业主大会表决是否罢免

业委会成员，只是亡羊补牢之

举。 放“马后炮”不如架起“当

头炮”， 如果日常监督有效地

运转起来，很多漏洞就能堵塞

在洞开之前，很多损失就能挽

于事发之初。 各地不妨借鉴小

区监委会的做法，让日常监督

真正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晴

雨表”、捍卫业主利益的“守望

者”、遏制业委会权力失范、失

控的“警报器”。

◎

杨维立 司法工作者

五

羊茶馆

新

华时评

为加强我国数学科

学研究，科技部、教育部、

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

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数

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并

于近日印发。 恰在方案印

发不久，中国队时隔四年

再登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竞赛冠军宝座。

这两则消息同时 传

来，让“数学很重要”的呼

声再一次引起人们关注。

学好数学很重要，但数学

研究却很枯燥，导致数学

研究“偏冷”。

然而 ，数学是一切科

学的基础，数学实力往往

影响着国家实力。 近代以

来，几乎所有重大科技发

现都与数学的发展进步

有关，数学已成为航空航

天、国防安全、生物医药、

信息、能源、海洋、人工智

能、先进制造等领域不可

或缺的重要支撑。

立足于持续稳定 支

持基础数学科学研究，要

鼓励科研人员瞄准数学

科学重大国际前沿问题

和学科发展方向开展创

新性研究，鼓励探索新思

想、新理论和新方法，强化

优秀人才培养，争取取得

重大突破。

在加强应用数学和数

学的应用研究方面 ，应支

持科研人员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和国际前沿研究，

面向制约核心产业发展

的瓶颈问题，针对重点领

域、重大工程、国防安全等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关

键数学问题开展研究。

着眼于提升全民族数

学水平，我们尤其需要告

诉孩子们， 学好数学不能

仅仅是为了考更好的成

绩、上更好的学校，而是要

培养优秀的数学思维能

力，进而强化数学研究，提

升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

力。

对广大科研 人员 来

说， 既有躬耕数学科学研

究的热情，又抱定“板凳坐

得十年冷”的决心，久久为

功， 才能真正把数学科学

研究搞好， 为科技创新提

供基础动力。

◎

胡喆 新华社记者

数学很重要

暑假了，暑假作业经

常成为热点话题。 比如，

“珠海一小学暑假作业要

求学生与五个老外合影 ”

（澎湃新闻

7

月

23

日），就

遭到一些人的吐槽 。 事

后，当事学校的校长回应

了：这是个别英语老师布

置的作业，初衷是想让小

孩开口讲英语，属选择性

作业 。 既然是选择性作

业 ，能完成则完成 ，不能

完成也罢，没有什么可吐

槽的，家长的闹心也是多

余的 。 而有些网友乱扣

“崇洋媚外”的帽子，则完

全过度了。

至于 “深圳八旬老人

乘电动轮椅走机动车道 ，

被 后 方 车 辆 碰 撞 致 死 ”

（《深圳晚报》

7

月

23

日），

就严重了 ， 毕竟出了人

命。 随着汽车保有量越来

越多，非机动车行在机动

车道上的危险性不言而

喻。 遵过交通规则是减少

事故的重要保障。 但愿大

家都能吸取教训，不论是

驾车还是走路，都养成文

明的习惯。 当然，这里还

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完善

交通基础设施，真正能让

人车各行其道。 车让人人

让车，既是对生命的保护，

也是提高交通出行效率的

方法。

良好的社会治安 ，是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

保障。 “广州公安交出上

半年成绩单

:

全市治安大

局‘两降两升’”（《新快报》

7

月

23

日 ），“两降两升 ”

是指警情、 案件下降，破

案数和破案率上升。 这样

的成绩，无疑是良好治安

环境的重要基础。

现在城市里推行垃圾

分类工作，初衷也是让生

活环境更美好。 “废品回

收摊贩该清理还是保留 ？

深圳福田探索可回收物

的分流路径”（《深圳特区

报》

7

月

23

日），这是对垃

圾分类工作的有益探索。

把家里的废纸箱、废金属

等拿出来卖点钱，是很多

家庭的习惯，但随着城市

发展，走街串巷收废品现

象因脏乱等原因逐渐退

出。但在生活垃圾分类中，

不难发现， 许多废品属于

可回收物。 如何既满足居

民卖废品的需求， 又能通

过收废品这一市场化的手

段促进垃圾分类？ 这是管

理者需要考虑的课题。

说起来，“违规播出非

法集资广告， 珠江电影频

道被停播

30

天”（中国新

闻网

7

月

23

日）， 背后也

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随着

科技的发展， 形形色色的

媒体与自媒体， 各种各样

的平台

APP

，给我们提供

了海量信息，真实的、虚假

的、歪曲的、夸张的，让人

目不暇接，真假难辨。是时

候对违规者提高惩罚力度

了。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鼓励学生与老外合影，何错之有

点

击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