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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将开展城市修补与生态修复工作，治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

构建 15 分钟生活圈 出行 500 米入园
■本报记者 韩沛 实习生 谢宛馨
力争到 2020 年，全区“城市双修”工作初见成效，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
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城市病”得到有效缓解，城市功能基本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城市特色风貌初显。城市发展方式基本实现由速度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广西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以下简称《意见
（试行）》。为探索新时期城市转型升级模式，广西计划在全区推动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工作，治理公共产品和服
务供给不足、
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 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让城市更加宜居。

生态修复 居民出行 300 米见绿 500 米入园
城市公园是居民休闲、锻炼的重要
场所。
《意见（试行）》提出，完善城市公园
的网络化修补，提升绿地品质。按照居
民出行“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的要
求，均衡布局公园绿地，拓展公园绿地和
城市广场，建设城市绿道，优化滨水空
间，提高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和便捷性。
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畸零地及闲置空

间，促使绿网成荫，打通步行道，实施拆
墙透绿、见缝插绿、立体绿化，不断提高
城市绿色空间覆盖率。
同时，通过公园路、水渠、河道、绿道
等带状绿地或生态廊道，
构建绿色、开敞、
有机串联的城市绿地生态网络，
综合提升
城市绿地的景观、
游憩、
慢行和生态功能。
岸绿景美还要水清。根据《意见（试

行）》，广西将对城市水体实施提质化修
复，打造亲水空间。加快实施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工程，合理制定并实施清淤疏
浚方案，改善城市面源水质。通过截污
纳管、建立完备的污水处理系统，提升城
市河流、湖泊等水体水质。落实“海绵城
市”建设理念，从源头上解决雨污管道混
接问题，
减少径流污染。

城市修补 为市民构建“15 分钟生活圈”
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完善与否，和
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意见（试行）》提出，
推进公共服务的品质修补，均等化配置
民生设施。加快完善商业网点、中小学、
幼儿园、医疗卫生、文化服务、体育健身、
养老抚幼等多层次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把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生活功能单元，
加强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加强无障碍设
施、养老服务设施、菜市场等社区服务配

套设施建设。优先完善旧城区，特别是
高密度人口聚集区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和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建设。重
点增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幼儿园、文化
室、卫生服务中心和体育场所等“五个
一”公共服务工程建设，构建“15 分钟生
活圈”
。
居民出行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
善。针对广西城市非机动交通流较大

的特点，重点优化生活性道路断面和交
叉口设计，形成各行其道的交通组织；
打通旧城断头路，增加支路网密度，完
善街区内的慢行系统，提高社区的交通
安全和舒适度。理顺慢行交通网络，适
当拓宽城市中心、交通枢纽地区的人行
道宽度，完善过街通道、无障碍设施，加
快绿道建设，营造舒适可达、密度适宜
的慢行空间。

行政保障 集体个人受影响可获补偿奖励
《意见（试行）》强调公众参与，
要求突
出民生热点，将人民群众最关注、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与试点项目建设相结合。
根据“城市双修”基础数据系统普查

与评估结果，
各地将开展
“城市双修”
的地
区和范围，研究建立生态补偿和奖励机
制，对生态修复项目中受影响的集体、个
人，
通过发放专项补贴等方式给予生态补

偿和奖励。各地还将建立行政问责制度，
定期开展工作实施评价，
定期通报考核结
果，
对工作不力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将进
行约谈，
提出整改意见，
并跟踪督办。

今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最高可报近 70 万元

其中大病保险报销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50 万元，居民不用另外缴纳保费
本报讯（记者 史小辉）昨日，记者从南宁市人
社局了解到，近日，南宁市完成 2018 年度基本医疗
保险年终结转工作，保障南宁市 695.39 万名正常
参保群众 2019 年能够及时享受医保待遇。相应
的医保待遇也按规定调整。
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
限额都有所上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统
筹待遇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年度
最高支付限额按 50 万元执行。职
工每人每年缴纳 90 元即可享受
（详见本报 1 月 10 日 02 版），居
民大病保险不用个人另外缴
纳，只要参加 2019 年度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可以
按照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这项费用由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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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比一比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
2018 年

2019 年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340110 元

401568 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69944 元

183012 元

教你算一算
参保类型：
2019 年城乡居民医保
患病情况：
重病
最高报销：医保范围内最高支付限
额可达 183012 元。此外，医保范围内的
个人自付部分，累计超过大病保险起付
标准以上的部分（农村特困、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3500 元/年，普通居民 7000 元/
年），可由居民大病保险按一定比例补
偿，最高支付范围 50 万元。即总计 68
万余元。

南宁云融媒体中心
部分产品项目采购
竞争性谈判公告
南宁日报社拟对南宁云融媒体中心部分
产品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现将采购信息公告
如下：
一、采购项目名称：南宁云融媒体中心部
分产品采购。
二、采购项目编号：
NNRBS-2019-01。
三、采购内容及预算金额简要规格描述：
A分标：
办公电脑一批，
预算价格71万元整。
B 分标：移动采编设备一批，预算价格 31.5
万元整。
C 分标：融媒体采访直播组终端设备，预算
价格 17.5 万元整。
具体内容详见电子版采购文件，以采购文
件为准。
四、谈判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2.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
的）生产或经营本次采购货物的供应商。
3.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
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被拒
绝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4.营业执照须在有效期内，经营范围符合
采购内容的需求，营业执照复印件应加盖公
章；竞标供应商应为前来竞标的代表人开具委
托书，并加盖公章；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
盖公章。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1.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12 日，上午
8:00—12:00，
下午2:30—5:30。
2.获取方式：
通过电子邮件形式获取。
六、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人民币：A 分标 3 万元整；B 分
标 1 万元整；
C 分标 1 万元整。
投标保证金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专
用账户，到账时间以银行确认的到达专用账户
时间为准，
或开标现场交付。
账户名称：
南宁日报社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南宁云景支行
银行账号：
5520 3010 0100 0675 22
竞标保证金的退付咨询电话: 南宁日报社
财务中心 0771-5713809
七、竞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递交截止时间：
2019 年 1 月 12 日。
递交地点：南宁市青秀区云景路 28 号南宁
日报社，逾期送达或未密封将予以拒收（或作
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评标结束后，竞标保证金退付咨询电话见
本项目成交公告页面
八、开标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1 月 13 日下午 3 时整。地点：南宁
市青秀区云景路 28 号南宁日报社二楼会议
室。参加谈判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必
须持有效证件（法定代表人凭身份证或委托代
理人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身份证）依时到
达指定地点等候当面谈判。
九、业务咨询：
南宁日报社，联系人：梁先生 ；联系电话：
0771-5530647、13977120818。
南宁日报社
2019 年 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