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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尹弘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林铎同志不再担

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甘肃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3月31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
办在北京召开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
爱行动，健全志愿服务体系，为团结凝聚亿万群众追求美好生
活、实现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开创了崭新
局面，全民踊跃参与、众志同心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增进民生福祉、
服务大局的能力更加坚实，担当急难重任、发挥特殊作用的战斗力
更加强劲，涵育主流价值、培育文明新风的引领力不断提升。

会议强调，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使命，
深入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为民服务中
彰显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要以更大力度推进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在服务百姓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中凝聚群
众、引领群众。要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志愿服
务，做到平战结合、科学应变。要在完善体制机制、夯实基层基
础、提升服务效能上下功夫，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会上公布了2020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四个100”
先进典型名单。

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

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着力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按下“快进键”，“未来之城”日新月异

——写在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全面提速之际

抓住“牛鼻子”，构筑新优势
——加快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

集中承载地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是设立雄安新区
的初衷。

4年来，这里高起点、高标准编制了规划
体系和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和一些重要基础
性工作基本完成，为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雄安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向纵深
发展的关键一年，建设者们决心闯出一条高
质量发展新路，加快构建符合未来发展方向
的新格局。

容东片区规划用地面积约12.7平方公
里。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容东项目部
负责人穆飞说，这里共有近千栋单体建筑，规
划入住人口约17万人，计划6月底交付使
用。不久的将来，居民步行3公里可进森林、
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

该片区内的雄安商务服务中心包括酒
店、专家公寓、商业、会议展览、科技成果展示
交易中心等。预计从今年年中开始各业态陆
续投入使用，将有力补充雄安新区急需的各
项商务服务配套功能。

在雄安新区主城区的核心区——规划面
积38平方公里的启动区，地下管廊与地上交
通路网、基础设施正同步规划、分步实施。

千年大计，交通先行。京雄城际铁路去
年底全线开通运营，让北京与雄安两地通勤
更加便捷。今年5月，连通京、津、雄三地的

京雄高速、荣乌高速新线、京德高速一期等3
条高速也将全部建成通车。
生态是雄安新区的显著底色。雄安新区

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说，4年来，新区蓝绿
本底基本形成：白洋淀湖心区水质提升至IV
类，达到近10年最好水平，淀面已恢复至290
平方公里。千年秀林和雄安郊野公园建设累
计植树4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0%。
家乡变富变美的速度越来越快，村民不

仅有了休闲健身打卡地，还当上了护林员，增
加了收入。在千年秀林护林巡逻的容城县村
民王志说，他已经当了3年护林员，眼看着环
境美了，空气好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才被吸
引来建设雄安。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动能
——建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建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
范区，是党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重大任务。
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雄安新区，正在加快实现
“新形象、新功能、新产业、新人才、新机制”发
展目标，营造一流的发展空间。
在人力资源全国乃至全球流动的大背景

下，雄安新区有哪些优势？新区党群工作部
唐普亮介绍，一靠事业和平台。选择雄安就
是选择亲自参与建设一座城，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有无限可能。二靠政策和待遇。建立
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税收奖励等在内的“菜
单式”人才待遇政策包，人才服务更加精准。
雄安新区还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管理办

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和个人月最高
缴存基数暂参考北京市标准执行。

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源头
活水。

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这里推行的“一枚
印章管到底”做法受到企业好评。北京京冀
中安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存印说，通过“绿色通
道”用不到一天时间就完成新公司的注册，拿
到了营业执照。

根据雄安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作
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各基层单位纷
纷成立“马上办”办公室，为市场主体提供全
周期“保姆式”服务。

雄县昝岗镇共推出115项“马上办”服务，
包括征迁安置、施工企业重大项目落地等。

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以制度创新带动
的科技创新，为雄安这座智能城市插上腾飞
的翅膀。在这里，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先进技术找到更多更好的应用场景。

在雄安智绘未来科技园，数字交通实验
室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无人驾驶车的车路协同
系统进行测试。该实验室成立短短4个月，
已聚集来自中国移动、北邮、清华等单位的研
究人才，30余家知名智能化设备制造商也纷
纷落户智绘未来科技园，一条产学研的完整
链条逐步清晰。

雄安，将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域实现数字
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建设的城市，第一个全
域按照绿色标准建设的城市，第一个全域按
照智能交通布局的城市，第一个全域按照全
生命周期理念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城市。

奋进新时代，筑梦雄安城
——让奋斗者在新区建设发展

中有更多获得感

雄安是一座朝气蓬勃的新城，奋斗是其
独特的气质。

2018年6月，雄安优易数据有限公司成
立，是北京最早一批在雄安设立公司的高科
技创新企业。雄安优易数据有限公司咨询总
监李辉说，围绕新区建设需求，公司积极引入
人工智能、区块链、芯片等前沿技术，打造雄
安新区城市数据平台。如今的雄安，聚集着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追梦人”。

面对上百万的当地百姓，雄安新区努力
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新县征迁办主任王
会发表示，当地成立“征迁群众之家”，每户征
迁群众从周转过渡、签约、回迁、子女上学等
各个环节都有两名征迁队员全过程包联。

今年3月初，雄安新区启动“春风行动”网
络招聘会，并特别设置征迁群众招聘专区。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解除人们的后顾之
忧。2019年9月，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幼
儿园、小学、中学、医院的“三校一院”交钥匙项
目正式开工。如今，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进入
竣工收尾阶段；史家胡同小学雄安校区和北京
四中雄安校区项目全面进入内部装饰装修阶
段；雄安宣武医院项目已开展主体结构施工。

风正帆悬正可期，勇立潮头唱大风。雄
安是一个让梦想起航的地方，一个日新月异
的雄安正向我们走来。

据新华社石家庄3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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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风光 新华社发

纵横凌云笔，燕赵涌春潮。在雄安
新区1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6万建设
大军正奏响开创历史、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澎湃乐章。自2017年4月1日雄安新
区设立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河北省
委、省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方凝
智聚力、不舍昼夜，共建这座承载千年
大计的“未来之城”。站在“十四五”开
局的新起点，这里大规模建设正全面提
速，120多个重大项目同步推进，为有序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