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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融入新
型城镇化战略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
局和支撑体系，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
之义。南昌市人防工作从两个方面
推进人防专业规划落地，一是人防工
程建设专项规划纳入城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二是依托南昌市“十四五”
规划科学制定人防建设“十四五”规
划，力求构建南昌市国土空间开发地
下立体化防护新格局。

南昌市人防办加强与市自然资
源局的沟通协调，将人防设施配置
指标融入城市各片区各单元地块
控制性详规或重点地段、重要片区
的城市设计，把人防设施建设从跟
着项目走变为跟着规划走，逐步实

现人防设施建设由零散无序被动
建设向规划引领按需建设的科学
转变。

今年上半年，南昌市人防办已组
织编制完成《南昌市城市人防建设专
项规划（2020-2035）》初步方案。同
时，对市自然资源局编制的《南昌市
瑶湖组团麻丘综合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 B03、B05 单元控规调整》《南昌市
VR小镇起步区城市设计》《南昌东站
站城一体实施性城市设计》《南昌市
高新区创新二路以东、光伏产业园周
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YH102-B单
元控规调整》和《南昌市广州路沿线
及东站站前地区城市设计》五个详细
规划或城市设计方案提出了设置人
防章节要求和进行人防设施布局的
具体意见建议；依据人防法律法规和
现有《详细规划》要求，对今年纳入平

台 项 目库的 76
个拟出让地块提
出人防设施配置
的 具 体 意 见 建
议，并建议列入
土地出让条件。
此外，还督促县
（区）一级开展
《人防专项规划》
的编制工作。目
前，部分县区已
经完成，并报当
地政府批准；其
余相关县、区也
全面启动了该项
工作。

更新理念，创新管
理和服务方式方法

近年来，南昌市人防办积极探索
城市人防工程建设管理新方法、新
路径。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南
昌市人防领域的营商环境。南昌市
人防办积极配合做好“六多合一”改
革工作，派出人防质监业务能手入驻
市行政审批局窗口，方便“一窗受理”
群众办事事项。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
“转作风、优环境”工作。南昌市人防
办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比如，通过召开
与人防从业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座
谈会，收集服务对象对改进人防工作
的相关建议后进行集体“会诊”，并于
5月初在充分吸纳服务对象意见的基
础上，研究出台了《南昌人防优化营
商环境改革措施 14条》。内容包括：
深入推进人防施工图图审 100%纳入

“多图联审”平台，简化办事环节，实
现“多审合一”；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100%纳入工程联合验收，优化办事流
程；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绘面积
100%纳入“多测合一”平台，推行南昌
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术规
程，并将测绘成果上传至“多测合一”
平台共享等。

同时，南昌市人防办完善人防参
建五方责任体系，配合市行政审批
局、市城乡建设局推行工程质量保险

制度；实行“三个一”，实现“一站式”，
即办理人防业务事项 100%进驻政务
服务大厅，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一表受理”，协作推行网上办理、
完善审批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功能，
逐步实现办理事项电子化、并轨化一
站式服务目标。

平战结合，立足备
战服务社会造福百姓

人防工程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战时掩蔽人员、物资，保护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
要场所，是实施人民
防空最重要的物
质基础。南昌
市人防办有序
推进人防工
程 建 设 ，今
年已完成全
年 年 度 任 务
的 84.8% 。 单
建人防工程方
面，南昌县急救医
院项目已完成初步设
计、新建区体育中心项目完
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市1508工程地面
建筑主体实现封顶。

和平时期，人防工程也是城市建
设和发展的一部分，立足备战的同时
应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服务社
会、造福百姓。针对百姓对身边人防
工程知晓度低的状况，南昌市人防办

按照《江西省人民防空工程标识标牌
设置管理办法》的要求，积极在全市
人防工程领域推行人防标识标牌设
置工作。该办还在《江西省人民防
空标识标牌设置制作图册（试行）》
标准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了南昌样
式并试点设置了轨道交通的人防
标识标牌，按照“简明通俗、易于识
别、引导准确”的要求，在路面入口
设置板式立柱，与地下人防工程的
墙面一道统一使用橙色底色，再印
上“人防掩蔽区域”白色文字，格外
引人注目。

7月29日，全省人防工程标识标
牌设置现场观摩会在南

昌召开，与会代表
观摩了南昌市

人防标识标
牌 进 地 铁
和 标 识 标
牌优化方
案。在轨

道 交 通 2
号线地铁大

厦站、卧龙山
站、雅苑路站、国

博站，不仅安装了应
有的人防工程标识，还植

入了“人民防空人民建 人民防空为人
民”“禁止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人
民防空是国之大事 是国家战略 是长
期战略”“战时防空 平时服务 应急支
援”等人防宣传标语。

此外，南昌市人防办还聚焦住宅
小区人防区域地下停车场车位使用

管理方面社会矛盾突出的问题，利用
南昌市修订《南昌市机动车停车场
（库）建设和管理办法》和省政府修订
《江西省物业管理条例》的契机，提出
了二十五条具体修改建议，内容涵盖
明晰地下停车场（含人防工程区域）
在物业承接过程中责、权、利的对等
移交。为了打破因报建为人防工程
而享受不到停车场优惠政策的壁垒，
南昌市人防办还提出了“为社会力量
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包括平时作为
公共停车场的单建人防工程）提供规
划、建设、经营等方面的政策扶持”等
实实在在的建议。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 90周年，9
月 18日又恰逢第 21个全民国防教育
日。这一天，我省将组织第 17 次全
省防空警报试鸣活动。南昌市正在
创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城，市人防
办根据全省统一安排，精心组织人
民防空警报试鸣活动。届时，全市
所有固定警报器、车载警报器、多媒
体警报器将同时响起，依次鸣放“预
先 警 报 ”“ 空 袭 警 报 ”和“ 解 除 警
报”。振聋发聩的警报声伴着同时
进行的应急疏散演练，提醒广大市
民要居安思危、勿忘国耻，时刻保持
警惕性和战斗力。

面对新常态下的新一轮城市发
展机遇，南昌市人防办正以饱满的热
情拓展人民防空“平战结合”更为广
泛的内涵，在城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进程中，铸就英雄城南昌坚不可摧的
护民之盾。
龚娟莉/文（图由南昌市人防办提供）

科学规划 创新融合
——南昌市人防事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南昌市人防办牢记“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在积极融入国

家重大战略的同时，主动与城市各项重点工作融合，特别是在城市应急体系建设、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城市地下停车场建设、

数字中心战备化建设等方面彰显作为，在推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贡献“人

防力量”。

立足彰显省会担当，南昌市人防办高标准规划、大力度改革，在提升城市的战备

防护力、地下空间利用率和广大市民的国防素质上出实招，持续增强百姓的幸福感、

安全感。

在九龙湖绿地铂瑞酒店举行人防标识标牌现场观摩会在九龙湖绿地铂瑞酒店举行人防标识标牌现场观摩会..

南昌市人防办在西湖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调研。

南昌市人防办深入八方邻里·象南中心项目指导人防
规划编制工作.

南昌市南昌市01120112工程事务工程事务
中心检修警报器中心检修警报器。。

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四届运
动会纪念邮票 9
月 15 日 发 行 。
纪念邮票画面同
时表现了会徽、
吉祥物、场馆以
及大雁塔、西安
钟楼等元素，突
出 了 举 办 地 特
色。
特派记者李 征摄

盛装舞步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文体展演侧记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赵雪彤

当传统的文体展演倒计时变为“五谷
丰登、四海同庆、三秦大地、两个百年、万
众一心”的创意呐喊，当代表革命的红色
在黄土高原上跃动翻腾，当《小康欢歌》
由来自陕北、关中和陕南的歌手共同唱
起，当“00 后”奥运冠军杨倩点燃主火炬
塔……9月 15日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
璀璨夺目激情涌动，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
式在此上演。

本届全运会会旗方阵过后，各代表团
依次入场。随后，开幕式序曲“迎宾鼓阵”
和“民族根”“延安魂”“中国梦”三个篇章
依次展开。

追寻民族根
当 2021名鼓手摆开阵型，喊出“赳赳

老秦，豪气干云”；当黄帝陵、秦兵马俑、大
雁塔等形象通过投影展示在场边的大屏
幕上，响彻云霄的鼓点声仿佛一下震开了
时空裂隙，带观众回溯曾在这片土地上发
生过的一切。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民族之根根深叶
茂。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
一。这里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缅怀中华民
族人文始祖黄帝的黄帝陵，周代先民曾在
这里耕耘，秦国从这里发展壮大，最终实
现大一统，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

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鼓声稍歇，一众扮演成张骞及其使团

成员的演员从鼓阵中穿过。西安是古代
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2000多年前
的驼铃声仿佛还在耳畔，对外交往中坚持
开放、包容、互敬、共赢，这是历史留给现
实的精神财富。

西安古称长安，曾是唐朝的国都。演
员们身着唐代服装翩然而舞，“翩如兰苕
翠，婉如游龙举”，仿佛带人回到了那个气
象万千的大唐盛世。

“笑看前路多险阻，赳赳老秦永向
前”，一声秦腔吼破天。陕西人用这个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现代唱腔和歌
词，吼出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激起奋进
新时代的豪情壮志。

传承延安魂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舞台上，嘉兴

红船缓缓驶过，中国共产党人激荡百年的
奋斗历史，从这里起步。

紧接着，大屏幕上勾勒出沟壑纵横的
黄土高原，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革命
圣地延安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黄河
大合唱》《东方红》，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
歌曲声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延安培育初心、磨砺品格、淬炼灵魂。

延安，见证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
弱变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
潮，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并孕育了以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
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时期的“红色体
育”活动，助力了中国革命进程，也为新中
国确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
宗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热情洋溢地投入
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开幕式上，一首由陕
西籍演员闫妮、张嘉益演绎的《社会主义
好》，将人们带回到那段火热岁月。歌舞

《时代号子》，则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人积极向上的时代风貌。

奋进新时代
一束投影将人们的目光带入场地中

央，青年演员跳着欢快的舞步走来，轮滑
小将在由多彩光影组成的速滑跑道上驰
骋环绕。街舞、篮球、自行车、广场舞，全
民健身事业风正帆扬。一首《小康欢歌》
随后响起，让人们触摸到中华大地上乡村
振兴的时代脉搏。

欢歌过后，灯光渐暗。几位舞蹈演员
挥动“朱鹮的翅膀”，轻盈地在空中飞舞。

1981年，朱鹮重新在秦岭被发现。如
今，秦岭5300多只朱鹮翱翔天际，“东方宝
石”从濒临灭绝到拥抱新生，这是绿水青
山、美丽中国的最好印证。

大国重器，中国制造。向深海、深空、
深地、深蓝进军，陕西做出积极贡献。大
好山河图景中，集成电路、芯片等高新技
术元素组成了充满未来感的舞台。科技
大国之门开启，象征现代化的步伐在新时
代更加稳健。

这时，一群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挥
舞着国旗，奔向舞台的正中央。随着一名
小提琴手在场中央拉出《我爱你中国》的
旋律，全国人民同心战疫的画面掠过大屏
幕。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被铺展开来，面
对疫情挑战，中国人民团结协作，秉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举国同心，舍
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带着共同的希望与梦想，东京奥运会
首金获得者杨倩点燃了会徽外环的“礼天
玉璧”，随后，圆环缓缓上升，引燃主火炬
塔，辉煌的复兴之火熊熊燃起。

圣火映衬下，开幕式在主题歌《跨
越》中渐近尾声。夜幕下的西安奥体中
心体育场，像一朵石榴花一样，绽放在灞
河之滨。

（据新华社西安电）

开幕式走出江西健儿精气神
本报特派记者 李 征

9月 15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流光
溢彩，全运会开幕式在这里上演。运动员
们与观众欢聚一堂，共襄盛举。

“本届全运会他们将发扬井冈山精神
和中华体育精神，奋勇拼搏争创佳绩，为
奋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
献体育力量。”伴随着现场主持人的解说，
江西代表团方阵第 15个出场。江西射击
选手王仕文和教练员杨安国是方阵中的

一员。开幕式结束后，他们表示：走过主
席台只有短短十几秒，但走出了江西健儿
的精气神，心里十分激动和自豪。

今年只有 16岁的小将王仕文是第一
次参加全运会，又光荣进入开幕式方阵
队伍。“开幕式非常震撼，现场气氛热烈
而令人激动，西安奥体中心的欢呼声与
掌声就像一股涌动的力量，激励我们每个
运动员奋勇拼搏，不断向体育高峰攀登。”

王仕文说。
江西代表团旗手徐诗晓更鼓舞着这名

小将。“徐诗晓大姐引领江西代表团方阵，
当走进体育场跑道那一刻，心情慢慢平静
下来，我觉得是她给我的力量。徐诗晓是
江西运动员的表率，我们一定要向她学习，
为祖国争光，为江西争光。”王仕文说。据
了解，王仕文参加了本届全运会男子25米
手枪速射项目比赛，虽是第一次参加全运

会，但取得了第五名的良好成绩。这名曾经
获得2018年江西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冠军、
2019年全国射击锦标赛团体第八的江西小
将，谈及首次参加国内最高水平竞技比赛时
坦言，比赛氛围令他紧张。“全运会比赛非常
难打，这次其实属于超水平发挥。”王仕文谦
虚表示，能参加全运会比赛是一次非常难得
的经历，希望在以后的比赛中打出更优异的
成绩。

王仕文的教练杨安国表示，能参加开幕
式并成为方阵中的一员意义非凡。“我们江
西代表团方阵遵守组委会纪律，方阵每个成
员很团结，大家的步伐很有气势。”杨安国
说，江西代表团运动健儿一定能够弘扬井冈
山精神，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取得佳绩。

▲9月16日，广东队女骑手黄
丽兴在全运会马术盛装舞步团体
赛中。 特派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颁奖仪式。
特派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