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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

进一步明晰人防易地
建设费减免优惠政策和
民用建筑范围

“关于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
免优惠政策，之前《实施办法》与《管
理办法》规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我

们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参照哪个规

定执行。”省内一设区市人防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另外，相比较《实施办

法》，《管理办法》将文化创意、软件开

发、物流设施排除在民用建筑范畴之

外，既不需配建人防地下室，也不需

缴纳人防易地建设费，给人防工作带

来了困惑。

针对这一现状，我省对《实施办

法》与《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作了修

改，修改后二者就易地建设费减免优

惠政策做到了一致，清晰明了，有助

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人防部门遵

守和执行。同时，对民用建筑范畴统

一界定为“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

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新

建文化创意、软件开发、物流设施必

须履行人防义务。

简化流程

进一步理顺工程施工
许可、质量监督关系

“现在办施工许可证，比以前快

了不少，挺方便的！”8月17日，南昌

市某公司负责人在南昌市行政服务

中心办事大厅高兴地说。

这一切得益于新修订的《实施办

法》与《管理办法》。据了解，根据原

规定，未经人防部门报建联审，住建

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而新规

定仅要求住建部门在颁发施工许可

证之前告知人防部门，由人防部门根
据推送的颁发施工许可证信息对建
设单位落实“结建”政策情况加强监
管，有效简化了民用建筑项目报建联
审流程。

这是省人防办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人防办全

面推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行

政干预，放宽和规范人防市场准入门

槛，大幅降低企业与群众办事时间和

办事成本，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专业性强、人才缺口大、工作任

务重……这是我省人防工程质量监

督工作面临的难题。为此，新修订的

《实施办法》与《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该项工作可以委托具备人防工程质

量监督和定额管理能力的专业技术

机构承担，并由该机构依法出具工程

质量书面报告。各级人防部门根据

出具的书面报告，对质量合格的人防
工程出具竣工验收认可文件。

优化管理

进一步调整人防易地
建设费使用范围、开发利用
人防工程管理方式

人民防空是一项全局性的系统

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人防建

设不仅包括人防工程建设，同时涵盖

指挥场所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宣传

教育、训练演练、战备值班执勤等。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与《管理办法》

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使用范围

由专项用于新建、改建、维修城市人

防公共工程改为专项用于人防建设，

此举有利于增强城市综合防护能力，

推进人民防空体系化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实施

办法》与《管理办法》还将平时使用或

者开发利用人防工程管理方式由事

前审批调整为事中事后备案。原规

定需相关单位向人防主管部门申请，

经批准后才可使用或者开发利用人

防工程。

有关专家认为，此次人防法规

规章一揽子修改，从社会关注的政

策堵点、政务服务的机制漏点、群众
关心的民生热点等方面进行了回
应，优化了法规、完善了机制、化解
了矛盾，蹄疾步稳开创我省人防事业
发展新局面。

提升水平

我 省 人 防 法 治 建 设
亮点纷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
人民防空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法治工作又是人防建

设的基石。近年

来，我省以法

治建设为

引领，深

入贯彻

习近平

法 治 思

想 ，不 断

提 高 人 防 法

治化管理水平，以

“法治人防”助建“护民之

盾”，推进我省人防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制度建设优化法治环境。围

绕人防高质量发展，省人防办先后出
台《江西省人民防空政务服务流程管

理办法》《关于调整全省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江西省城市详细规划人民防空
设施配置导则》《江西省人防专项
规划编制管理办法》《江西省人防
疏散基地建设管理办法》等多个
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循法律依据，
不断发挥法治在人防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以优质服务强化法治保障。推
行证照分离，坚持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进一步提升人防政
务服务水平。针对审批环节多、程
序复杂等问题，省人防办坚持分类
施策，引导建设单位采用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申请办
理有关事项。如今，证照分离、告
知承诺制、容缺受理制等服务模式
在我省人防部门落地开花，得到我
省企业和群众一致好评。截至目
前，我省人防政务服务 1/3 事项当
天办理完毕，2/3 事项不超过 3 天，
最长的不超过 5 天，比法定办理时
限压缩 75%以上。

以完善监管筑牢法治根基。推行
“互联网+监管”建设，开展“双随机一
公开”行政执法监管。每年，省人防部
门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通过

“双随机一公开”执法平台，对人防
6 类20余家企业开展检查，并将人防

信用建设情况纳入相关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对

人 防领域违法
违规行为形
成 强 大 震
慑 力 ，营
造 公 平
公正公开

的竞争氛
围，不断激

发市场活力。

法治人防进行时
——我省以法治引领人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民防空的重要论述和中央

决策部署，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推

进人防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一

揽子修改工作。2021 年 5 月 28

日，第6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修改了《江西省人民防空工程管

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2021

年 7 月 28 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修改了《江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下称《实施办法》）。

据省人防办主要负责人介

绍，人防法规规章一揽子修改

解决了多个制约人防发展的“卡

脖子”问题，更好地适应“放管服”

改革要求，有力推动我省人防法

治水平的全面提升和人防事业

高质量发展。

省人防办在工地开展质监工作。

省人防办举办人防法制培训班。

人防志愿者走进校园宣传人防法规知识。

20162016年年1212月月44日日，，新余市人新余市人
防办参加全市法制宣传日活动防办参加全市法制宣传日活动
宣传宣传《《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法》》。。

图片由省人防办提供

杨 平 吕建军/文

据阿富汗哈马新闻社 21 日报道，阿
富汗塔利班高级成员艾哈迈杜拉·瓦西
克当天表示，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
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
被阿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战事虽已基
本平息，但新政府尚未组成，民心不稳，
局势依然存在变数。在此情况下，周边
邻国高度关注阿未来局势走向，而安全
与难民问题是其关切的焦点。

邻国纷纷表态
近来，阿富汗的邻国纷纷发声，表达

对阿未来局势走向的高度关注。
巴基斯坦外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

希表示，阿富汗的和平稳定是巴基斯坦
的优先事项之一，阿富汗人民应该走向
正常生活。

伊朗总统莱希表示，安全、稳定和繁
荣是阿富汗人民的权利，伊朗将尽全力
促进阿富汗的稳定，这是阿富汗当前的

首要需求。
土库曼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土

库曼斯坦对阿富汗的安全稳定以及阿富
汗人民的福祉十分关心，坚定支持通过
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表示，正密切
关注阿富汗局势发展，将严厉打击任何
试图侵犯乌边界的行为。乌方与阿富汗
塔利班代表就确保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等
问题保持密切接触。

防范极端势力
阿富汗局势突变，加剧了邻国对地区

安全形势的担忧：一方面担心阿富汗乱
局滋生出更多极端势力，另一方面担心
恐怖分子利用难民潮潜入阿周边国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瓦西里·卡申指出，阿富汗塔利班迅速控
制了首都喀布尔，并从政府军手中缴获许
多武器装备，但这不足以使其军事能力取
得质的突破。对于阿富汗的邻国来说，当
前更主要的风险在于阿富汗组建新政权的
尝试能否成功，因为这将直接决定阿富汗
是否会变得更加分裂，是否会沦为世界各
地极端组织和犯罪集团的武器来源地。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副教授

奥列格·格拉祖诺夫认为，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成员国应采取措施，防范恐怖势力
从阿富汗渗出。

塔吉克族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仅
次于普什图族。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在
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族占主导地位的潘杰
希尔地区，新的反塔利班联盟正在整合
组建。俄战略评估和预测中心副主任伊
戈尔·潘克拉坚科认为，对于塔吉克斯坦
来说，存在被卷入阿富汗内部冲突的可
能性。当前，在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国内
各方谈判之际，中亚国家应尽可能巩固
边防并做好打击恐怖主义的充分准备。

担心难民涌入
阿富汗局势动荡也导致更多难民进

入周边国家，给相关国家带来压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阿富汗问题特使

伊斯马蒂拉·叶尔加舍夫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乌方没有签署联合国《关于难民地
位公约》，乌法律也没有规定可给予任何人
难民地位。因此，乌方没有任何理由为阿
富汗公民提供庇护。乌政治评论员图兰
拜·库尔班诺夫说，如果来自阿富汗的难民
持续增加，这对经济实力不强且受新冠疫
情影响的中亚国家来说将是个大问题。

塔吉克斯坦“亚洲之声”通讯社20日
报道说，阿富汗局势变化可能导致大量
难民涌入塔吉克斯坦，而塔方完全没有
做好接收的准备。

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说，巴基斯坦多
年来已经接纳 300 万阿富汗难民。巴前
外长希娜·拉巴尼·哈尔告诉记者，阿难民
的处境都是美国出于一己之私造成的，美
国必须承担起清理阿富汗乱局的责任。

目前，只有伊朗在接收难民问题上
的表态相对积极。伊朗内政部 15 日表
示，已在与阿富汗接壤的三个省份准备
临时住所，将在确保防疫的基础上接收
难民。据伊朗媒体报道，目前约有300多
万阿富汗人生活在伊朗，其中包括约 78
万难民、60 万持伊朗签证的阿富汗护照
持有者和200多万无证件的阿富汗人。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伊朗
问题专家苏欣表示，因地理相连、文化相
近、政策宽松等原因，伊朗接收阿富汗难
民人数较多。但在美国制裁和新冠疫情
的双重打击下，伊朗经济发展举步维
艰。如果阿富汗难民继续大量涌入，将
令伊朗面临更大压力。（新华社记者：
张继业、蔡国栋、高文成、王守宝、蒋超）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阿富汗“变天”邻国压力大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驻阿富
汗大使馆21日发布安全警告，建议
美国公民避免自行前往喀布尔机
场。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说，
由于担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借
机发动恐袭，美军正在调整撤离方
案。不过，美方说目前并未发生任
何袭击。

法新社 20 日援引美国官员的
话报道，美军动用了 3 架军用直升
机，从机场外接走169名美国公民。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
员告诉美联社，等待撤离的美国公
民将收到特别指示，在规定地点集
合后由美军接到机场。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 21

日说，他不掌握确切数字。据美联
社报道，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前，多
达1.5万名美国公民还没撤出。

美军联合参谋部官员汉克·泰
勒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喀布尔机
场目前还有 5800名美军驻守，美军
本月15日至21日从机场撤离1.7万
人，其中2500人是美国公民。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目
前已有 13 个国家同意“至少临时”
接收美军撤出的阿富汗人，另有 12
个国家同意充当中转国。

在机场外维持秩序的塔利班
武装人员说，塔利班将尽力改善机
场外安全形势，确保撤离通道安全
通畅。 （王宏彬）

喀布尔机场混乱持续 美军调整撤离方案

8月 20日，美军士兵与阿富汗民众站在喀布尔机场的铁丝网隔离带两侧。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8月 22日电 （郭中正、周强）“国际
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 22 日在新疆库尔勒
开幕。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计划于 8
月 23 日至 9 月 3 日分别组织“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安全
环境”3个项目共 10场比赛，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
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等 7 国参赛代表队将
展开激烈角逐。

开幕式上，除了举行入场式和升旗仪式外，中国陆军办
赛领导小组还安排了军事课目演示。

“国际军事比赛-2021”
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开幕

8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大熊
猫“小奇迹”（右）和妈妈“美香”一起享用水果冰蛋糕。

当日，旅居在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雄性大熊
猫“小奇迹”迎来自己的第一个生日。一年前的今日，旅美
大熊猫“美香”以当时22岁高龄，经人工授精顺产生下雄性
大熊猫“小奇迹”。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旅美大熊猫“小奇迹”迎来首个生日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8 月 22 日电 （记者尚昊、吕迎旭）
以色列国防军22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出动战机空袭了加沙
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处军事目标。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空袭发生于21日深夜。

声明说，21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边界围栏一
带发生冲突，加沙地带人员射伤一名以军士兵。作为回应，
以军战机袭击了加沙地带隶属于哈马斯的4个武器制造和
储存基地。

声明说，根据评估，以军已决定向加沙边境部队增派军
力，并已“做好应对该地区任何情况的准备”。

以空袭加沙地带哈马斯多处军事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