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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日前，国务院印发
《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

《若干政策》强调，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
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国务院印发《鼓励软件
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进一步
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快速发
展，有力支撑了国家信息化建设，促进了国民经
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若干政策》提出，为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
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合作，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制定出台财税、
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
场应用、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政策措施。进一步

创新体制机制，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发展，大力培育集成电路领域和软件领域企业。
加强集成电路和软件专业建设，加快推进集成
电路一级学科设置，支持产教融合发展。严格落
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集成电路和软件知
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推动产业集聚
发展，规范产业市场秩序，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若干政策》明确，凡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集成

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不分所有制性质，均可按
规定享受相关政策。鼓励和倡导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全球合作，积极为各类市场主体在华投
资兴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若干政策》要求，各部门、各地方要尽快制
定具体配套政策，加快政策落地，确保取得实
效，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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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若干政策》

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七部门：

今明两年持续扩大
就业见习规模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记者4日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今明两年我国将持续扩大
见习规模，见习岗位总量不低于上年，提高见习质
量，把有需求的青年都组织到见习活动中，最大程
度发挥就业见习稳定就业、促进就业作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提出
鼓励依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各级开发
区、产业园、科技园等拓展见习单位，稳定持续
提供见习岗位。丰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政府投资项目、科研项目等领
域岗位来源，更多募集管理、技术、科研类岗位，
满足多元见习需求。

就业见习是组织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
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16岁至24岁失业青年，时间为3至12个月，
对吸纳见习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

光明日报记者 李笑萌

“村里来了个李老师。”
2019年初冬，李迪拖着行李住进了十八洞村

的苗寨吊脚楼里。青山环抱，木楼相依。十天的时
间里，他冒着毛毛细雨，踏着青石板路，爬山串寨，
穿梭行走在十八洞村。或帮着村民卖菜吆喝，或陪
着老乡种地聊天，或钻进饭店后厨给老板打打下
手，逮着谁就饶有兴致地听对方说说村里脱贫攻
坚的故事。很快，李迪的到来就成了十八洞村人尽
皆知的新鲜事，老乡们都说：“这个从北京来的李
老师，没什么派头！”他们把“李老师”当成了拉家
常、话脱贫的老朋友。

大山深处，这个爱穿红衣服的老头儿总是活
力充沛、激情澎湃，像一团火闪耀着、跃动着，不
知疲倦地聆听着、记录着。

2020年6月29日9时38分，71岁的李迪离
开了这片他深爱着的土地。弥留之际，他在病榻
上完成了最后一本书——《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
事》。作为作家，他的追求是做一个有情的人，做
一些有情的事，写一些有情的作品。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李迪把全部生命投入
到与时代同行的路上，把滚烫的心放进与人民同
心的作品中。

他在红土地上燃起明亮的火苗
“创作就像是一根火柴擦出了一

点点亮，你要保护它，让它慢慢地生
发起来”

李迪爱讲故事，爱把故事写成书。他一生创
作了《野蜂出没的山谷》《傍晚敲门的女人》《丹东
看守所的故事》《警官王快乐》《听李迪讲中国警
察故事》《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加油站
的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
故事》等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40余部，他最喜欢
用“故事”标注自己的文字。其中，《听李迪讲中国
警察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被列为国家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他也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出
版集团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鄂尔多斯文学
奖、中国报告文学金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
版工程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全国报纸副刊作
品评选金奖等。

李迪的文学之梦是在边疆萌芽的。
1968年，李迪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响

应国家号召投身边疆建设。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期间，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后代》，引起云南文坛的
关注。1972年，做梦都想当兵的他被招进云南蒙自
师部，在师宣传队里写节目。

刘学伦第一次见到李迪是在师部大院里。
“他正在摆弄脚上的白网球鞋，把牙膏挤在手上
往鞋帮上抹着，那时候没有鞋粉，李迪倒是很会
想办法！”快五十年了，这个画面在战友刘学伦心
中一直清晰。李迪和刘学伦一个爱写，一个会画，
很快就熟了起来。

李迪和刘学伦一起分在师宣传队当头的一
间小屋里，刘学伦记得，“经常是我要睡觉了，他
还在屋里转悠，有时候低着头挥着胳膊在纸上写
个不停，嘴里还不时念叨上一句。”那时候李迪常
常给《解放军报》和原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
投稿，红土地上的竹楼、养蜂场、郁郁葱葱延伸到
边境的密林……都被李迪糅进了故事。小屋里，
刘学伦就看着他一遍遍推敲自己的稿子，涂涂改
改，直到满意了再从头到尾誊写一遍。正是在这
儿，这个北京知青对文字的热忱让刘学伦对李迪
从认识变成佩服。有时李迪的稿子实在誊写不过
来，也会把刘学伦拉来“出苦力”。“稿子可是他的
宝贝，他的要求高得很，我错了一个字或者打了
一个污点，他就要我从头开始，好苛刻！”夜深人
静，灯光昏暗，刘学伦边誊抄边心想：瞧他这个神
圣的态度，还真有几分大作家的样子。

到部队没多久，政治部主任王定一就对李迪
说，你是知青，如果只是种地喂猪，不知当兵到底
是怎么回事儿，还怎么写兵？就这样，1973 年 5
月，李迪作为战士下到连队锻炼。

“千里野营拉练的时候，李迪这个城市兵可没
少吃苦头！”老班长鲁江记得，李迪走路有个小特
点，总是前脚掌着地，脚后跟踮着，行军时背上四
十多公斤负重，一踮一踮地，走在队伍里特别显
眼。每到一个驻训点，李迪还至少要完成一期战地
小报。白天，训练、助农劳动一样不能落下；晚上，
李迪就找个有条件的老乡家开始写作。待他完稿，
战友们就开始在钢板上刻字，铺好白纸、夹上蜡
纸、调好油墨——行军队伍里战士们干了又湿、湿
了又干的军装，驻训时候战友们的飒爽英姿，瑶族
大妈为感谢卫生员治好腿疾献上的舞蹈……“唰”
的一下，经过油印机的滚筒一滚，就成了第二天人
人手中传阅的故事。

战地小报、长篇通讯、活报剧、节目唱词……
李迪一路走一路写。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写满
了潦草的字迹，这里打个五角星，那里画上个圈。
有时，别看他好像在跟人没边没沿地聊着，扭过
脸他就开始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了。这样一本本
潦草的“密码本”大概只有李迪自己能解开，留在
战友心中的则是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是提振
人心的精气神。“红米饭、南瓜汤，革命传统永相
传”“打草鞋、打草鞋，艰苦奋斗放光芒”……鲁江
至今还清楚记得《打草鞋》的快板词。“不只这个
节目，李迪参与创作编导的相声《军民鱼水情》、
表演唱《幸福的合影》等，也一直是连里演唱队的
保留节目，离开连队后他还专门回来看我们表演
过。”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李迪这个城市兵
和来自农村的战友们摸爬滚打在一起，经受住了
考验。李迪在连队里入了党。他的视线再没离开
过身边可爱的战友，也再没离开过广袤土地上顽
强生活的普通人。

李迪曾对刘学伦说，创作就像是一根火柴擦
出了一点点亮，你要保护它，让它慢慢地生发起
来，就能看到火越烧越大、越烧越旺。黑夜里，刘
学伦看到李迪眼中好像映出了火花。

这火花燃起的一把火，一烧就是一辈子。

他用一团火焰映出百味人生
“人家几十年风雨人生路，用一

上午或一下午给你倾诉，你还觉得长
吗？”

永和的芝河上到底有几座桥？永和人不一定
都知道，李迪说得准。开农家乐的黄河老艄公眼
里藏着多少惊涛骇浪？永和人不一定听说过，李
迪道得来。临街的修车摊一天能迎来几个主顾？
路过的人不一定留意过，李迪码得清。

2019 年 5 月，李迪来到革命老区山西永和
县，他揣着一块“槐花饼”，上山、蹚河、转田间、探
枣林，抽丝剥茧，寻找着掩藏在晋陕大峡谷里一
个个朴实动人、充满力量的故事。“迪老最会和人
聊天了，他总有本事几句话就和人熟络起来，让
人家心甘情愿对他掏心掏肺。”陪同采访的永和
县文联主席马毅杰见识到了李迪和人聊天的“魔
力”。

一个飘着小雨的下午，他们走进了民间剪纸
艺人刘林翠家的剪纸展览馆。满屋子火红的作品
让李迪惊喜，想坐下来听听她的剪纸故事。“可是
刘林翠不善言辞，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就不说，不
到十分钟就冷场了。”马毅杰说。李迪不慌不忙，

起身转了转，看了看刘林翠家漂亮的二层小楼，
话锋一转：“您家这房子是哪年盖的呀？这得有多
大呀？”这下，刘林翠打开了话匣子，从以前种田，
到后来收购红枣，到游走乡村卖针头线脑，再到
现在自己的剪纸都可以卖钱了，一股脑儿地都倒
了出来，刘林翠都觉得这是自己有生以来说得最
多的一次。考虑到李迪年逾古稀，马毅杰曾和他
商量把采访时间缩短一些，李迪却婉拒了：“人家
几十年风雨人生路，用一上午或一下午给你倾
诉，你还觉得长吗？”

李迪五去永和，走遍了这个只有一条马路的
小县城。槐花饼、大红枣、剪纸、豆皮、粉条……永
和县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决战脱贫攻坚的奋斗故
事，李迪用充满烟火气的文字一一镌刻下来。他热
爱采访过的每一个人物，在生活百态中，他总能发
现人性之美，为每个故事中的人都注入了自己的
感情。看到村里贫困老人衣衫破旧，李迪就托老伴
儿整理了三大包干干净净的衣服寄到永和，不少
都是新买来搭配的。

李迪写作有个特点：“捞”到好故事就走不动
路。2012年秋天，李迪跟随北京日报到中石油新疆
塔里木油田采风。经过塔里木沙漠公路时，路边一
座不起眼的水井房“绊住”了他的脚步。

塔里木沙漠公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是塔里木油田的生命线。2004年春天，邓东平带
着爱人谷花来到塔里木油田工作，把家安在了
004 号水井房：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矮
桌，两张单人床，地上摆着三个装水的大号塑料
桶。在 004 号水井房管辖的四公里路上，树木保
护着公路不受流沙侵蚀，邓师傅夫妇就保护着这
些树。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其中，会有多少艰辛、
多少故事？李迪迈不开步子了。“我们的大部队路
过水井房，休息了一下就继续前进了，李迪却跟
邓师傅聊上了，没想到胡杨林、库尔勒香梨都拉
不走他。”带队采风的时任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
李培禹回忆说。

更让李培禹震惊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在北
京接到李迪的电话：“培禹兄，我在 004 号水井
房。”原来，李迪为了写好这篇《004号水井房》的
故事，来来回回往南疆跑了三趟。

写好一个故事，要采访几次？李迪也没有明
确的答案。但总要看清了、聊透了，才能下笔吧？
李迪写作，下的是最“笨”的功夫——为了把《丹
东看守所的故事》写好，他干脆住进了在押人员
隔壁。

2009年11月，李迪跟随“中国作家进警营系
列活动”第一次走进丹东市看守所。“我们也没想
到自打那以后他陆陆续续来了七次，还和我们一
起过了三个春节。”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监管支队
政委王晶说。那时候她还是丹东市看守所的副所
长，也是李迪故事里的主人公之一。

高墙内善恶交锋、爱恨纠缠，有多少悔悟就有
多少辗转难眠。李迪看准了这个地方，请求所长为
他在所里找一间屋子，“最好能住在那些在押人员
隔壁”。李迪坚信，真正的深入生活不是走马观花、
给人家徒增麻烦，而是要扎下根来，与故事里的人
生活在一起。住在丹东看守所里，李迪和警察的交
谈就在饭桌前，在谈话室，在洗衣房，甚至是在外
出的警车里。和在押人员的谈话也方便多了，或走
进监号席地而坐，或趁着他们放风时一起晒晒太
阳，他就这样打开了这些特殊人群的心扉，在他们
口中，李迪从“李作家”“李老师”变成了“老李”“李
老汉”。

“我们都特别佩服李迪老师，总是充满活力，
有时候和在押人员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常常是人
家哭他也哭。”王晶和所里的教员们都对那个六

十多岁的老头儿心生敬意。在李迪眼里，鸭绿江
畔的老看守所虽然破旧，可是那扇大铁门一开一
关都是故事——他用自己的笔一字一句剖析着
另类人生走向“极端”的原因，记录了管教民警尊
重和保障在押人员权益诉求的人文关怀，他笔下
的看守所更像是一个灵魂改造所，给读者以深深
震撼。

今年2月，永和县脱贫摘帽了，病榻上的李迪
仿佛又看到晋陕大峡谷最美的黄河湾、槐花海，
他比永和县的老百姓还高兴。今年6月，《永和人
家的故事》出版，封面就选用了刘林翠的剪纸作
品《送公粮》，质朴的乡村气息伴着墨香扑面而
来，红彤彤的，火热热的，让人想起李迪——他爱
穿红衣服，大红色的衬衫、T恤、羽绒服……熟悉
他的人都喊他“红衣李迪”，说他心中燃烧着一团
炙热的火焰。

他给时代留下了温暖的火种
“有时候在门外，我能听见他在

里面呜呜地哭，边写边哭”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
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了“精
准扶贫”，指导全国脱贫攻坚战。沉睡在贫困中的
十八洞村自此蝶变，飞翔在脱贫奔小康的春风
里。

2019 年9月，中国作协启动“脱贫攻坚题材
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遴选出的25位作家中，李
迪是年龄较大的一位。11月10日，带着寻找大山
里精准扶贫、自强不息故事的使命，李迪动身去
往十八洞村。像以前无数次的分别一样，老伴儿
魏桂兰在北京等着他回来。没人想到，十八洞村
的故事会是李迪和我们最后的告别。

李迪和魏桂兰相伴四十余年，走过人生的风
风雨雨。李迪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创作《遥远的槟
榔寨》的时候，魏桂兰是出版社文教组编辑。出版
社办公楼和作家招待所在一个院子里，一来二
去，两人从朋友变成了恋人。1978年的一天，李迪
从昆明风尘仆仆地赶到魏桂兰下村工作的生产
队，那天的情景对魏桂兰来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他告诉我，他要复员回北京了，我一下就觉得，
我俩的事情要吹了！”没想到，李迪这次来就是拉
她去领结婚证的。“那时候身边好多人都说我太
傻了。李迪人聪明，长得也精神，肯定不会回来
了。”但“他当过兵，特别忠诚，最看重诚信。”魏桂
兰笃定。

看着李迪写了一辈子稿，魏桂兰从来没觉得
他痛苦过、心急过。她印象里，写稿时的李迪总是
陶醉又快乐。

李迪的书房不大，挤着一张床和一个书桌。
书桌置于窗前，埋在书稿里的李迪一抬头，就能
看到他和老伴儿种在小院里的牡丹花。“老李采
访回来就关着门开始写作，我进去都要先敲门
的。”之所以有这个规定，是因为李迪被魏桂兰吓
到过——

“有次端了盘水果进去，走到跟前我问了一
句‘老李，吃点水果吧？’”谁知道李迪一心都在创
作上，根本没听见魏桂兰进门，猛地一惊，“哎哟，
你进来怎么没声响，吓我一跳！”钻进故事里的李
迪，也不完全是安静的。“有时候在门外，我能听
见他在里面呜呜地哭，边写边哭。”这时候，魏桂
兰就赶紧敲敲门：“老李啊，不哭了啊，你写的人
日子都过得好了，这样哭伤身体的。”她知道，老
李把自己和故事里的人融在一起了，人家的“柴
米油盐”就是他的“柴米油盐”，人家的喜怒哀乐

就是他的喜怒哀乐。
李迪往外跑的次数多，老伴儿每次都要送

站，李迪心疼她，常常谎报“军情”。原本下午一点
的火车，偏告诉魏桂兰自己四点走，待到魏桂兰
准备送他的时候，他已经拖着行李箱偷偷钻进了
北京西站。魏桂兰不明白，“别人写东西是不是也
要费这么多工夫，在家里多休息休息不行吗？这
么大岁数了一趟趟往外跑，还总去条件艰苦的地
方”。她常跟李迪打趣说：“你是娶了写作。我呢，
是嫁给了桌椅板凳。”可是，每次李迪在外采访的
时候，魏桂兰还是喜欢在电话里、微信视频里听
他讲讲一天里的收获。“小魏啊，这个村子里的故
事特别多，特别感人，我可得给人家写好了……”
有时候说着说着，电话那头的李迪就掉了泪。

“湘西那边天气潮湿，寒气重，回来以后他先
是发了烧，后来腰疼得厉害，那种钻着脑袋的疼，
医生说只能在床上静养。”魏桂兰总忍不住地想，
如果那时候能劝住老李，别再写了，是不是他就
不会走。

3月30日，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副总编辑李
国强收到李迪发来的微信：战斗开始了。卧床静养
两个多月的李迪刚刚能坐起来，就开始撰写十八
洞村的故事，每写完一篇，就给李国强传一篇，请
他这个资深编辑帮忙校对。近十年间李迪为公安
战线写的书稿都经李国强把过一道关，李迪信任
他。“后面几篇迪老写得太艰难了，完成之后他已
经没精力再从头顺一遍。”字里行间，李国强感受
到李迪是在拼了命地坚持。

“写稿子一直是老李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
但这次他是一篇篇数着写的。”魏桂兰说。计划里
十八洞村的故事李迪一共要写十八篇，在完成第
十二篇的时候，魏桂兰看到李迪在来来回回地数
稿子。“哎哟，小魏啊，我记得我写了十三篇了，怎
么才十二篇，那十三篇到哪儿去了？怎么没有
了？”

老伴儿、儿子、儿媳，把书房翻了个底儿朝天
都没有找见那第十三篇稿子。李国强把微信对话
框滑到了头，也只数出来十二篇。

是李迪记错了，他太着急，太怕自己写不完。
“老李，这次算了吧，咱们不写了。”魏桂兰心

疼极了，可她哪里劝得住。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
林、村主任隆吉龙、村支书龙书伍，十八洞小学教
师蒲力涛，饭店老板龙拔二大妈、金娣，村民龙先
兰、杨超文……李迪一直惦记着十八洞村里这些
可爱的人。“我怎么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我不写
了，他们的故事谁来说？”5月25日下午四点，李
国强收到了李迪发来的消息：胜利结束，大功告
成。在病床上，李迪完成了十八洞村的最后五个
故事。

6月29日上午，积劳成疾的李迪终没能扛过心
脏手术的术后感染。这团红色的火焰熄灭了。

十几位作家好友，和着泪一个字一个字地完
成了讣告：李迪一生洒脱，性情率真。作为一位作
家，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孜孜以求，倾心创作。
他像战士一样倒在了他毕生书写真情文章的案
前……

诗人高洪波为李迪古稀之年走访十八洞村
作诗：乐为脱贫竞折腰，湘西烟雨走几遭。一笔挥
洒十八洞，罗汉群像看素描。

在作家张策的印象里，李迪始终快乐，即使
是悲剧，在他的笔下，也会有泪中带笑的滋味，有
带着咸味的希望。

作家马达说：天空中又多了一颗火红火红的
星。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说，捧着溢满墨香
的《永和人家的故事》，仿佛那个总是一身红衣、
热情似火的李迪就站在我面前，绘声绘色地讲述
采访中的感动……

他真的走了吗？有人说，那些生动的叙述里，
那些温暖的感动里，到处都有李迪火热的影子。
因为燃烧自己写出的故事，总是在岁月中磨砺得
越久，就越发明亮。

用生命书写十八洞村的故事
——追记作家李迪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家医疗
保障局日前发布《2020年国家医保药
品 目 录 调 整 工 作 方 案 （征 求 意 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新冠
肺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
第二批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等有望纳入
2020年医保目录拟新增药品范围。

根据7月30日出炉的国家医保局
“1 号令”——《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
理暂行办法》，我国建立完善医保目录
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每年调整一
次。该暂行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

征求意见稿提出，七类医保目录外
的药品可以纳入2020年医保目录拟新
增药品范围，包括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呼
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纳入《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药品；纳入临
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鼓励仿制药品目
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
批准上市的药品；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拟新增药品
范围还包括了2015年1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按
新药注册申请程序批准上市的药品

（包括新活性成分、新剂型）。专家指
出，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好药有望纳
入医保，加快保障人民群众获得优质
医药服务。

此外，根据征求意见稿，与同治疗
领域的其他药品相比，价格/费用明显
偏高，且近年来占用基金量较多的药
品，拟纳入2020年医保目录调整范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医
保局出台“两个确保”政策，对确诊
和疑似患者全部实行先救治、后结
算。截至7月19日，全国新冠肺炎确
诊和疑似患者发生医保结算13.55万人
次，涉及医疗费用18.47亿元，医保支
付12.32亿元，支付比例达到67%。

专家指出，医保目录调整拟将与
新冠肺炎相关的治疗用药纳入新增范
围，将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提
供重要支撑。

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征求意见：

拟纳入新冠肺炎相关的治疗用药等
9月起这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保

长沙市直机关工间操比赛举行

让工间操给你“按按摩”
湖南日报8月4日讯（通讯员 王芳 记者 王亮）

今天，2020“活力杯”长沙市直机关工间操比赛在麓
山滨江实验学校举办，42支队伍、近2000人参赛。

本次比赛是2020年长沙市第九届全民健身
节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共长沙市直属机关工作委
员会、长沙市体育局、长沙市总工会主办。比赛设
规定版、创编版两个项目，其中规定版 33 支队
伍，创编版9支队伍，获得一等奖的队伍将参加8
月8日全民健身节展演活动。

推广工间操活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缓解
工作的紧张情绪，营造劳逸结合的工作氛围。长沙
市体育局党委书记易冒表示：长沙正创建“全民运
动健身模范城市”，本次比赛的举办，是对机关职
工参加体育运动的鼓励，也是对国家体育总局提
出的“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
活一辈子”的响应。

农村宅基地管理体系
正加快形成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解决农村住宅用
地没规划、缺计划、无指标问题，满足农民合理住
宅用地需求，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体系正加快形
成。

记者4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进一步做好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自
然资源部下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确权登记工作问答》明确，2020年底前完成全国
农村地籍调查，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登记率达
到 80%以上。明年底前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
用地及房屋登记资料清理整合，数据逐级汇交至
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农村不动产
统一登记加快推进，将为保障农民合理建房用
地、保护耕地提供产权保障。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江华
安说，清理乱占耕地建房，离不开保障农村居民
建房合理需求。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印发的

《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明确了
宅基地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镇审批程序。按新
土地管理法，两部门明确宅基地和村民住宅规划
许可实行一表申请、合并办理，由乡镇人民政府
一并发放农村宅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进一步简化集
体建设用地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