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一：老旧小区二次供水改造
	【背景】
	深圳供水企业统一接管二次供水
	广州改造二次供水设施不完善小区
	高层住户用水大多需要经过二次供水
	二次供水乱象调查：水箱腐蚀率100%，责任归属存盲区
	上海二次供水改造存在不彻底的问题
	全国多地开展二次供水改造，逐步消除“旧账”

	【诉求】
	群众反映：水压低、水质不安全

	【焦点】
	为何二次供水问题在近年来凸显？
	由谁建，由谁管，是困扰供水行业的难题

	【各地做法】
	福建漳州：住建部门牵头改造二次供水
	广州越秀区：多方合作解决居民二次供水难题
	上海：智慧泵房随时掌握水质情况


	专题二：农村集中供水
	【背景】
	人大代表追问：“自来水是通到村口，还是农户家中？”
	广东2021年底前基本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
	广东“十四五”：大力推进农村供水改革
	简化农村饮水工程审批和建设程序
	全省92.7%的自然村通上自来水
	供水企业：关键是投资回报问题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城乡供水标准将统一
	2025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88%

	【诉求】
	群众反映：未通自来水、水质不安全、收费不透明

	【焦点】
	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
	水费收缴“卡脖子”

	【各地做法】
	浙江：城乡同饮“一碗水”
	山东滨州：建立区域内水质检测中心
	重庆璧山：创新水价机制
	国外农村供水投融资体制机制


	专题三：地下水污染防治
	【背景】
	地下水污染事件频出
	党中央高度重视地下水污染防治
	粤西雷州半岛地区地下水开采利用较多
	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
	中央环保督察组：广东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十分猖獗

	【诉求】
	群众反映：非法抽取地下水，废渣非法倾倒填埋、垃圾山渗漏污染地下水

	【焦点】
	地下水“多路吸污”难治理
	地下水污染主体难以支付治污费用
	地下水污染防治须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各地做法】
	欧盟：促水资源管理一体化
	美国：多种手段解决地下水污染治理资金问题


	专题四：农村土地撂荒
	【背景】
	广东省积极遏制水田面积减少趋势
	我国土地撂荒问题仍较为严峻
	土地撂荒危及粮食安全
	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土地撂荒问题
	广东口粮六成靠自种，进口粮食约占一成
	广东省农民经营性纯收入偏低，反映农业收益不高
	广东省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占农村承包地面积的50.45％

	【诉求】
	群众表示土地流转机制不畅、污染、水利设施不足导致农田丢荒

	【焦点】
	多重因素导致土地撂荒
	广东土地流转仍然存在碎片化、松散化经营状况

	【各地做法】
	浙江台州：通过轮作、早稻订单全覆盖提高种植效益
	江苏连云港：土地高效流转“三部曲”


	专题五：职业农民培养
	【背景】
	广东省农业从业人员年龄总体偏大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
	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乡村人才振兴
	广东逐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示范工程
	广东积极培养农村电商带头人

	【焦点】
	广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度较慢，培养机制有待完善
	农业收入靠后行业吸引力不高
	涉农职成教育是薄弱环节

	【各地做法】
	浙江：“薪农人”从培训到培养
	德国：健全的资格认证规范管理
	日本：重视提升培养综合效应


	专题六：小区及居家适老化改造
	【背景】
	广东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户规模缩小
	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巨大
	超过80%老人居住在超过20年房龄的住宅中
	民政部等9部委联合发文：“十四五”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呼吁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板
	广东印发《关于做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
	广东发文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广州市计划“十四五”期间完成特殊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汕头市按每户上限5000元补贴适老化改造
	北京开展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

	【诉求】
	群众反映：居家条件和公共基础设施“不适老”

	【焦点】
	居家环境存在四个“不适老”问题
	改造房屋还要改造观念
	万亿“金桶”好看不好挖
	借道旧改，避免“公地悲剧”
	在“新基建”和“旧改造”之间寻求平衡

	【各地做法】
	苏州：推动家庭适老化改造市场化运作
	上海：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提供菜单式定制
	日本：推进系统深入的住宅适老化改造
	欧美：为适老化改造提供公共资金

	【背景】
	广东仍有179个独立供电区域
	广东乡村居民用电增长高于城镇居民用电增长百分比
	南方电网发行50亿乡村振兴债券为农村电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农村用户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国家能源局：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已提前一年完成

	【诉求】
	群众诉求主要集中在停电和用电报装上

	【焦点】
	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考验电网应对能力
	广东179个独立供电区域改造成本高、难度大，收益率低

	【各地做法】
	国网浙江电力：让农村用电更清洁更智慧更高效
	浙江丽水：打造中国小水电新标杆


	专题八：电动自行车上路、停放和充电管理
	【背景】
	广州市政协委员：电动自行车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电动自行车引起的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2020年我国电动自行车相关企业注册量同比增长83%
	广东将出台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广东多地规定电动自行车登记上路，上牌率有待提高
	广州民调结果：电动车停放区域少，公共充电桩不够用
	广东计划四个方面推动解决电动车安全问题
	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引发关注
	电动车消防隐患多来源于私自改装和违规充电
	应急管理部：禁止高层民用建筑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

	【诉求】
	能否上牌上路？为何不从源头抓起？
	电动车怎么停放？充电如何保障安全？

	【焦点】
	电动自行车违规行驶为何屡禁不止
	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现象常见
	多地清退共享电动自行车引争议
	上海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新规落实难

	【各地做法】
	山东：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数量全国第一
	沪杭深推进电动自行车数字化治理
	北京：多个社区空间“大挪移”装电动车充电桩
	佛山大沥：九成小区已安装电动车充电桩
	四川宜宾：试点电动自行车户外智能充电站
	江苏南京：推进企事业单位安装电动车充电桩


	专题九：加装电梯维保
	【背景】
	广东省电梯数量占全国的11.58%
	广东省2014年已出台《广东省电梯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方案》
	广东电梯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升级
	电梯需求激增，电梯事故频频
	国家已就电梯质量安全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和标准

	【诉求】
	群众表示物业不作为，电梯安全投诉无门

	【焦点】
	安装低门槛，维保走过场
	行业存乱象，低价揽活隐患多
	我国目前没有电梯整体报废使用年限的规定

	【各地做法】
	上海率先实行电梯“全天候监测+针对性维保”
	成都推广“保险+服务+物联网”新模式


	专题十：基层医疗机构缺药
	【背景】
	药企断供、废标现象频现
	基层常用进口药、廉价药配备不足，部分专科用药缺失
	国家对短缺药品实行清单管理制度
	原料药供应短缺、药品价格低导致企业的生产意愿低

	【焦点】
	基层医疗机构用药荒背后的政策性原因
	原料药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垄断和环保
	低价中标导致药企断供和废标

	【各地做法】
	上海：医药药联体实现32个品种短缺药保障供应
	美国：多种措施应对短缺药品


	专题十一：加大打击新型赌博犯罪
	【背景】
	疫情之下广东新型网络赌博、跨境赌博猖獗，涉及金额巨大
	青年沦为跨境网络赌博“工具人”
	广东构建全链条拒赌反赌防线
	广东网警：在虚拟战场中砥砺前行

	【诉求】
	群众期盼加强打击赌博行为

	【焦点】
	网络赌博犯罪存在法定刑设定失衡，侦查、取证难等问题
	网络赌博呈现出向更高水平和层次人员发展的趋势
	赌博广告泛滥，平台监管缺位
	第四方支付成网络黑灰产洗钱工具

	【各地做法】
	重庆：持续推进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
	上海网信办：联手多部门重拳打击网络赌博


	专题十二：外来物种入侵
	【背景】
	广东进一步加大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力度
	外来物种入侵渠道多样化
	筑牢生物安全法治“防火墙”
	外来入侵物种十年增三成，危害巨大

	【诉求】
	群众反馈外来物种入侵情况严峻，急需处理

	【焦点】
	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致外来入侵物种管控难度大
	红火蚁：一旦入侵难以防治

	【各地做法】
	太湖、滇池：水葫芦的防控和利用
	深圳海关：多措并举织密国门生物安全防护网


	专题十三：光污染
	【背景】
	网红高楼玻璃幕墙惹祸
	过度亮化造成的光污染
	生态环境部正在开展光污染防治研究工作
	拒绝过度照明，发展健康夜景
	2020年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逆势上扬，同比增长3.44%
	电能占能源比重将决定国家未来能否实现“碳达峰”
	大湾区首个创建中的“暗夜社区”：控制光污染，降低碳排放，助力实现碳中和

	【诉求】
	群众反映：彻夜亮灯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晚间休息

	【焦点】
	完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填补光污染监管空白
	光污染防治措施

	【各地做法】
	浙江慈溪：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召开“凝聚共识助推夜间光污染综合治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磋商会议
	杭州：首个将黑天空概念引入城市照明规划体系的中国城市
	节能减排绿色转型的北京样板


	专题十四：管道天然气普及与改造
	【背景】
	广东出台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方案
	湖北十堰燃气爆炸事故后多地开展排查整治
	使用瓶装燃气安全风险大
	广州计划出台旧楼加装管道燃气优惠奖励政策
	深圳力争2022年管道天然气普及率达80%以上
	江门推动老旧小区用气“瓶改管”
	上海集中改造住宅老旧燃气立管
	全国“燃气下乡”按下快进键
	广东省提出2025年城市居民管道天然气普及率达到70%
	广东管道天然气普及率对比国内先进地区差距不小
	市场驱动天然气需求迅速增长

	【诉求】
	群众盼用上安全经济的管道天然气

	【焦点】
	管道气进城中村难度大
	部分城燃公司安全投入不足

	【各地做法】
	江苏：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智慧燃气试点
	山东济南：“获得用气”指标获评该领域营商环境全国标杆
	成都燃气智慧化安全系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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