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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整合利用空间资源

完善全民健身设施

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 根据常
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以居民需
求为导向， 配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
源。 对已建小区，坚持“应修尽修、应改
尽改 、应建尽建 ”，全面维修 、改造 、升
级、补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科学布
点。 对新建小区，严格按室内人均建筑
面积不低于 0.1 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
不低于 0.3 平方米标准配建。 对行政村
健身设施，根据区域特点、乡土特色和
居民需求，全面改造升级。 把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纳入社区和乡村服务体系，乡
镇（街道）负责健身设施日常维护、保养
和管理，提供必要的人员和经费，保障
健身设施安全使用。

加快城市健身步道建设 。 启动城
市健身步道 “断头路 ”畅通工程 ，打通
红绿灯阻隔， 推动城市公园步道系统
互联互通，逐步串起城市公共空间、历
史文化节点、主要公共服务设施、重要
居住片区、 重要交通接驳点 ， 连点成
线， 形成立体化步道网络， 打造集交
通、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健
身空间。

加强城市空间资源整合利用 。 盘
活可用资源， 利用城市空闲地 、 边角
地、公园绿地、高架桥下、广场、老旧厂
房等空间资源， 以及可复合利用的人
防、文化、娱乐、养老、教育、商业、社区
用房等设施资源， 因地制宜 、 一处一
策，建设一批“口袋体育公园”“百姓健
身房”等健身设施，并与城市园林绿化
有机衔接、嵌入配套。推动学校体育场
地开放， 实施学校体育设施安全隔离
改造工程，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推行“一
场两门、早晚两开”。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提升健身普及水平

全省将推出系列政策支持快乐健
身行动。 加大投入力度，积极争取中央
预算内投资，综合运用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资金和自有财力，完善财政支持政
策， 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投入比例；各
地将有关资金需求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加强场地供给，各地将全民健身设施建
设用地纳入年度供地计划，制定可用于
建设健身设施的非体育用地、非体育建
筑目录或指引并向社会公布。 在符合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鼓励以租赁

方式向社会力量提供用于健身设施建
设的土地，租期不超过 20 年。 制定鼓励
和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与运菅体育
场地设施的意见， 依法依规在房租、水
电气等方面给予减免或补贴，并落实有
关税收优惠政策。

提升群众健身普及水平 。 推动体
育协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常
态化组织开展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 、
游泳 、八段锦 、太极拳 、冰雪和类冰雪
等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培训 ， 教会群
众 1～2 项运动技能， 每年培训不少于
100 万人次 。 打造全民健身 “一市多
品”“一县一品”特色品牌，扩大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 鼓励群众周末
和晚上健身。 常态化举办各类赛事活
动，办好各级全民健身运动会、社区运
动会、职工运动会和省、市、县、乡四级
联赛， 每年参加赛事活动人数不少于
500 万人次。

加快构建服务体系

实施快乐健身行动

近年来， 我省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逐渐完善，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日益
丰富，全民健身科学理念深入人心，全民
智慧服务方便快捷， 全民健身社会氛围
更加浓厚。去年 9 月，全省智慧体育平台
建设启动， 目前已完成运动码与安康码
的“二码合一”，59 个省级体育社会组织
和 121 个国民体质监测站入驻。去年，安
徽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
计划启动，重点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
的全民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
园、健身步道、健身广场、小型足球场等
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当年建成 3583 个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建成场地面积 335
万平方米。 截至 2021 年底，全省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达 37.8%， 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 2.36 平方米。

“我们将大力实施快乐健身行动，
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 聚焦群众关切的身边健身设
施 、健身步道 、资源统筹 、健身氛围发
力，将群众天天有感的全民健身实事做
到心坎上，推动全民健身在江淮大地蔚
然成风。 ”安徽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
长张伟说，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
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关键环节。 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
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
求，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张伟表示，我省将认真组织健身服
务送教上门，选调专家教授成立“巡回
教学小组”， 上门培训一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促进他们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
基层；大力推广科学健身方法，推出《科
学健身云课堂》系列讲座，指导群众居
家健身，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提升省智
慧体育平台建设水平，紧紧围绕人民群
众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健身需求，用智
慧赋能体育，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 推动健身活动蓬勃开
展， 结合当地传统特色和群众需求喜
好，打造“一市多品”“一县一品”全民健
身品牌活动； 建设举步可就的场地设
施，落实全省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五年
行动计划，不断优化健身设施布局。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增加停车泊位有效供给，
突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

“停车难”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也是城市治理的焦点难题。 2019
年至 2021 年， 我省实施城市停车场建
设三年行动， 累计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23.5 万个，公共停车位占全社会停车位
的比例从 2.8%提高到 5%，有力缓解了
群众“停车难”。

但我省的公共停车设施建设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存在明
显短板。 “主要表现在总量不足和结构
不优。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
处处长赵新泽表示。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全省城市小型汽车保有量 490 万
辆，停车泊位只有 457 万个，尚有缺口
33 万个。 据测算，到 2025 年，我省城市
将新增小汽车 150 万辆，需增加停车位
183 万个以上。

此外， 停车泊位布局有待进一步
优化 。 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 》 及相关标
准，一般居民小区、城市建筑物配建停
车泊位占供给总量的 80%～85%，城市
公共停车设施占 10%～15%，路内停车
泊位占 3%～5%。我省这三类停车泊位

占比分别为 88.8%、5%、6.2%，城市公
共停车泊位供给明显不足。

《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以需求为导
向 ，通过科学规划 、分类施策 ，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建管并重、集约发展，建
成以新建配建停车泊位为主、盘活存量
停车泊位为辅、路内停车泊位为补充的
城市停车供给体系 ， 完善停车设施规
划，优化停车设施布局，突出公共停车
设施建设重点，有效缓解“停车难”。

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全省计划新
增城市停车泊位 ４０ 万个以上， 其中公
共停车泊位 5 万个以上；2023 年， 新增
城市停车泊位 ４５ 万个以上,其中公共停
车泊位 ５ 万个以上；到 2025 年，全省累
计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183 万个以上，其
中公共停车泊位 ２０ 万个以上。

扩增盘存，新建小区停车
泊位配比不低于 1∶1.1

“按照《行动方案》要求，我们将通
过发展增量、盘活存量，多措并举增加
停车设施有效供给，来有效缓解‘停车
难’。 ”赵新泽表示。

在促进增量方面 ， 《行动方案 》严
格落实新建配建标准。按照《城市停车
设施规划导则》及相关管理要求，城市
新建住宅小区停车泊位配建标准一般
不低于 1 ∶1.1，其中阜阳 、亳州 、宿州 、

淮南 、 滁州 、 安庆等市达到 1 ∶1.2，合
肥 、芜湖 、蚌埠等市力争达到 1 ∶1.2 至
1∶1.5， 新建配建停车泊位 151 万个以
上。 新建医院、商场等公共建筑 ，按每
百平方米 1.1～1.5 个车位配建；在公交
枢纽站和轨道交通站点规划建设换乘
公共停车场， 中心城区功能性搬迁等
腾出的土地， 应规划增建一定比例公
共停车泊位， 新建配建公共停车泊位
８ 万个以上。

在盘活存量方面， 结合老旧小区等
改造，挖掘利用拆改腾退空间和边角地，
改建扩建停车泊位 12万个以上。结合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老城区、学校、医
院、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公共停车
设施“改扩建”和“平改立”，依法依规利
用已有城市广场、车站码头、公园绿地、
医院、 中小学校操场及人防工程等地下
空间， 新建改建公共停车泊位 ９ 万个以
上。 同时，鼓励公共建筑、居住区等停车
设施“错时开放”，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公共建筑的停车泊位晚间对外开放，
居住小区的停车泊位白天对外开放，盘
活共享停车泊位 ２万个以上。

路内停车泊位是城市停车的重要
补充。 《行动方案》提出，统筹考虑城市
活动和交通通行， 在确保车行步行、公
交设施空间的基础上，动态调整布设路
内公共停车泊位，重点弥补医院、学校、
商业中心、老旧小区停车需要，新增停

车泊位 １ 万个以上。

加强停车设施精细管理，
更有效配置资源

在满足供给的情况下，高效的管理
能够实现停车资源利用“最大化”。 《行
动方案》强调加强城市停车设施精细管
理，更有效配置资源。

利用数字化科技化手段加强智慧停
车管理。 依托皖事通办平台，2023 年，全
省建立统一的城市智能停车基础信息服
务平台，细化分区管理，进行停车诱导，
推进共享利用，实现无感收费，有效提升
停车周转率。 同时，实行“分区、分类、分
时”等差别化停车收费机制，规范路内停
车收费管理，疏导停车供需矛盾，促进停
车资源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同时，提升城市停车配套服务。 加
强大型商场 、医院 、学校 、文化体育场
馆，以及交通枢纽等停车场公共充电设
施建设，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
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公
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
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20％。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停车设施建
设、装备研发、产品供应、设施维保、运营
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 支持停车场多元
经营，在不减少车位的前提下,可允许停
车设施配建一定比例的洗车点、 便利店
等便民设施， 大力推进停车场建筑光伏
一体化发展，利用可再生能源充电。

《行动方案》还强调加强土地、金融
等要素支持。 鼓励社会资本采取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 (PPP)、特许经营等方式，
参与城市公共停车设施投资建设和运
营管理，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
提供基于停车设施产权和使用权的抵
押融资、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 同时，充
分开发既有道路、 广场等地下空间，以
及高架桥下、城市边角地、废弃厂房、闲
置收储地块等资源， 建设公共停车场，
加强项目用地保障。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烹饪保洁 、母婴护理 、照顾老
人……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工作
生活节奏的加快，群众对多样化家政
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大。 《放心家政行
动方案》聚焦家政服务领域的民之所
盼，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政
策措施。

突出主线 明确目标任务

面对家政服务需求的快速扩张
和升级， 家政服务供给亟待扩大规
模、提升质量。 行动方案突出家政服
务业提质扩容主线，设定了打造放心
家政的目标任务。

截至 2021 年底， 全省登记注册
的各类家政服务企业 6200 多家 ，家
政服务人员 42.5 万人。 “近年来我省
家政服务业快速发展，但也存在服务
质量不优、服务人员数量不足、诚信
认证不系统等问题。 ”省商务厅服贸
处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业发展将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强化诚信、
健全标准，规范管理、示范引领”的推
进思路。

着眼于提质扩容，行动方案在家
政服务人员培训、市场主体培育等方
面，均设定了具体指标。 相关目标已
经按年度分解。 今年我省将培训家政
服务人员 55 万人次，2023 年培训 60
万人次。 此外，今年还将提档升级现
有 55 家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推进
中介制家政服务企业规范转型。 员工
制家政服务企业县级覆盖率在今年
达到 80%，2023 年达到 100%。

推行“一人一码（牌）”，建立家政
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信用评价
制度，有利于提升家政服务业管理水
平，增强消费者信任感、安全感。 我省
将推行上述制度，并按自愿原则开展
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星级
评定。 从今年起到 2025 年，每年遴选
20 家优秀家政服务企业、100 名优秀
家政服务人员。

上下联动 共促行业发展

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是一
项系统工程。 “省级层面将注重明方
向、定标准、抓示范、促落实，市县级
侧重优环境 、优政策 、抓落实 、抓保
障。 省市县各级上下联动，共同推动
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省商务厅
服贸处负责人介绍。 具体而言，我省
将从提升人员素质、 引育市场主体、
强化诚信建设、 推进服务创新四方
面，采取一系列真招实措。

根据行动方案，家政服务企业应
对新上岗家政服务人员开展以家政
服务通识为主的岗前培训，提高职业
道德是培训的必需内容。 在岗家政服
务人员每 ２ 年至少参加 １ 次 “回炉”
培训。 全省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的
本科院校稳定在 10 所左右、 高职中
职院校稳定在 80 所左右， 高职和中
职招生向家政、养老、育幼、健康服务
等领域倾斜。 开展技能等级认定，打
造产教融合基地， 组织开展技能竞
赛，探索“政府+院校+龙头家政服务

企业”三位一体培训基地模式，联合
开展订单和定向式人才培养和技能
培训。

我省将招引一批龙头企业、扶强
一批本土企业、 升级一批中介制企
业。 招引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
的家政企业与有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地方政府结对，到安徽投资开设家政
服务网点。 支持现有员工制企业提档
升级，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品牌输出、
特许经营等方式扩大规模，以连锁经
营 、“互联网+家政 ” 方式向周边县
（市、区）拓展服务网络，下沉社区设
立服务网点。 引导中介制企业向员工
制企业转型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
建设家政大市场, 开展一站式家政服
务供需对接。

在优化信用信息服务、建立信用
管理制度、 健全标准体系的同时，我
省将大力推行亮码（牌）上岗，建立家
政服务人员全员持证上岗模式，由家
政服务企业组织家政服务人员在商
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登记基
本信息，授权征信查询，再经第三方
审核。 系统对审核通过者自动生成二
维码，实行“一人一码（牌）”，实现“上
门亮码（牌）—客户扫码—评价”全流
程闭环管理。

服务创新方面，我省将采取的措
施包括支持有条件的社区探索建立
“家政服务超市”，构建“政府+企业+
社区服务” 社区家政服务新模式，推
广 “技能培训+推荐就业+家政服务”
全链条家政社区服务模式等。

真金白银 强化政策支持

改变家政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
行业发展不规范的局面，实现打造放
心家政的目标，必须加大财政、税费
减免、金融保险等政策支持力度。

行动方案明确， 家政服务相关职
业（工种）和灵活就业人员将纳入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范围， 按职业工种给
予 500—800 元/人次的培训补贴。 各
地将加大筹资力度, 使用就业补助资
金、 地方人才经费和行业产业发展经
费等支持家政服务培训。 落实员工制
家政服务企业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
贴、稳岗返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
策。 对符合条件的吸纳脱贫人口就业
的家政服务企业， 按规定落实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 培训补贴、 社会保险补
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对省
级“优秀家政服务企业”、省级“优秀家
政服务人员” 分别按照 10 万元/家、
2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奖励。

我省将积极落实国家相关优惠政
策，同时，落实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
计抵减及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支持
依托政府投资建设的城乡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场地）设立家政服务网点，有
条件的地区可减免租赁费用。

金融保险方面，鼓励金融机构为
信用状况良好且符合条件的家政企
业提供无抵押、 无担保的信用贷款。
探索推广契合家政企业生命周期的
金融产品。 逐步推进家政灵活就业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工作。 鼓励家政服务
企业为员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职业
责任保险。

《快乐健身行动方案》指出，到 2023 年，全面完成全省居住小区和
行政村现有健身设施的维修、改造和提升，以及未配建健身设施小区
的配建工作，基本实现城乡居民身边健身设施全覆盖。 到 2025 年，新
建全民健身步道 3000 公里，实现城市功能、体育元素、文化旅游等公
共空间连点成线、互联互通，基本形成“城乡有统筹、健身有地方、运动
有技能、活动有氛围”的全民健身新格局。

优化配置 让群众快乐健身 提质扩容 打造放心家政

《放心家政行动方案》指出，到 2025 年，全省家政服务人员
职业道德和技能水平明显提升， 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170万人次
以上、实现家政服务实训能力应培尽培，力争新增家政服务人员
40万人、人员总量翻一番；家政服务行业专业化程度大幅提高，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延伸覆盖至全省所有县（市、区）；家政品牌
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中小家政企业做专做特做新；诚实守信成为
家政服务行业共识， 家政服务企业和人员信用信息实现全量归
集，“一人一码（牌）”全面推行，家政服务消费更放心、更省心。

盘存量扩增量 缓解“停车难”

《便民停车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全省计划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４０ 万个以上，其中公共停车泊位

5 万个以上；2023 年，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４５ 万个以上,其中公共停车泊位 ５ 万个以上；到 2025 年，全省累
计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183万个以上，其中公共停车泊位 ２０ 万个以上。

55 月 1166日，，合肥市民在五里墩街道陈村路社区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锻炼。。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5 月 25 日，淮南市寿县技工学校老师在与参加家政服务培训的学员交流。
特约摄影 陈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