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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相关新闻]

建筑面积从19万平方米增
至62万平方米，年产值从10亿
元增加到120亿元……通过“工
改工”城市更新项目，位于深圳
市龙华区的英泰工业区，成为既
有“颜值”担当、又有倍增“身价”
的高端城市综合片区。

2016年开始，深圳在全市范
围启动国土空间提质增效十大
专项行动，以存量土地开发利用
为重点，持续推进国土空间提质
增效，4年来共盘活存量土地约
80平方公里。如今，一批城市更
新项目正在改变着深圳“无地可
用”的局面。

过去40年，深圳从默默无闻
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拥有2000
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都市，创造
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
上的奇迹。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同时，深圳面临“成长的烦恼”，遭
遇了土地空间、生态环境、能源资
源、人口等“四个难以为继”。

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中，深圳土地面积最小，不到
2000平方公里，但实际管理人口
超过2000万人，人口密度大于北
上广。与此同时，根据深圳基本
生态控制线的管理规定，至2020
年不少于974平方公里的土地面
积不可开发。为稳定产业用地
比例，保障产业空间需求，至
2020年深圳工业用地占建设用
地比重不宜低于30%。

“科学规划就是生产力。”深
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规
划师邹兵说，经济特区建立40年
来，深圳一直把工业作为立市之
本、强市之基，无论是处于“三来
一补”的外向型经济时期，还是注
重原始创新的内生型经济时代，
深圳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一直没
有变，就是“保产业用地”，这也为
深圳的转型升级夯实内功。

十大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深
圳全面盘活存量土地，通过土地
整备、城市更新、拆除消化违建
和储备土地清理等多项工作，走
出一条“规划引领、空间保障、政
策支撑、市区联动”的新路子，实
现从“项目等空间”到“空间等项
目”的转变，为高质量产业项目
打下“地基”。

在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重要节点的深圳光明科学城，新
的产业用地正不断“生产”出
来。今年核心区建设项目总投
资超过 1400 亿元，这里塔吊林
立、机器轰鸣，正在如火如荼建
设中。

脑模拟与脑解析设施、合成
生物研究设施、材料基因组大科
学装置平台……规划总面积达
99平方公里的光明科学城，建成
后将成为世界大科学装置、国际

科研人才集聚的重要区域。
近期，致力打造国家实验室

“预备队”的深圳湾实验室，正式
落地光明科学城。“我们主要开展
生命信息、生物医药等方向研
究。”深圳湾实验室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詹启敏说，实验室已初
步完成建设规划制定、科技支撑
平台建设等工作，目前已组建49
支科研团队，今年针对新冠肺炎
开展联合攻关，在核酸测序、抗体
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养牛场到未来的科技
‘牛’区，光明区正在发生巨变。”
光明区委书记王宏彬说，通过整
合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深圳的
基础科研布局正迎来更广阔的
空间。

位于深圳东北部的坪山区，
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可以成片
供应的土地较少。为此，坪山区
率先探索“整村统筹”土地整备
模式推动连片土地供应，以“先
整备后统筹”新模式推进土地高
质量二次开发改革，2019年全年
释放近5平方公里的较大面积产
业空间。

如今，坪山区一条仅3.6公
里长的“锦绣之路”，云集了117
家生物医药类公司，理邦仪器、
信立泰、翰宇药业、赛诺菲巴斯
德等国内外生物医药公司纷纷
把总部或者厂区设立于此。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深圳全
市有工业区约7200个，平均规模
3.6公顷，平均毛容积率1.4，平
均建筑层数4层，近90％分布在
原特区外。作为产业发展的重
要基石，深圳市通过摸底已梳理
出全市有潜力的低效用地约300
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出六分
之一个深圳。

“可见，深圳工业用地存在
利用效率低与土地闲置的问题，
还有很大的挖潜提质增效余
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局长王幼鹏说，引导低效用地向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配
置，可以全面提升土地的综合承
载容量和经济产出水平。

今年9月21日，深圳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印发了《深圳市
2020年度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
计划》，新增规划配建人才住房、
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29456 套。土地整备资金 96.84
亿元主要用于“两个百平方公里
级”高品质产业空间、较大面积
产业空间整备片区等。深圳正
通过发挥“规划引擎”作用，打好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的攻坚战，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地基”，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
上爬坡跃升。 据新华社电

拟对法定最低刑事责
任年龄作个别下调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
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
社会关注。

“对这一问题，大家的共识
是应当管起来，既是矫正犯罪的
需要，也是保护受害人正当诉求
和利益的需要。”臧铁伟说，对犯
罪的未成年人，仍应坚持实行教
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低龄
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
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

臧铁伟介绍，即将提请常委
会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拟“两条腿走
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
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
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
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
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此外，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初次审议后，在中国
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共收到65080位社会公众提出的
137544条意见，期间收到的主要
意见包括加大对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的惩治。

臧铁伟介绍，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二审稿拟吸收这方

面的意见，对奸淫幼女、猥亵儿
童，以及特殊职责人员性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规定作出修改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即将亮相

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
深入融合，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
更为广泛。虽然近年来我国个人
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在现
实生活中，随意收集、违法获取、
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
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安
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
产安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

为及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
呼声和期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会同中央网信办在深入调查
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起草
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并将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臧铁伟表示，个人信息保护
立法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深入
总结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的实施经验，并充分借鉴有
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个人
信息保护相关准则、指导原则和
法规，建立健全适应我国个人信
息保护需要的法律制度。

臧铁伟介绍，制定个人信息
保护法，将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
处理活动应遵循的原则，完善个
人信息处理规则，保障个人在个
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

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明
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职责，并
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
将进一步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个人
信息保护方面形成更加完备的
制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
障。”臧铁伟说。

用法律更好呵护未成
年人成长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三
审稿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议。臧铁伟介绍，草案二审稿在
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意见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强对
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教育矫
治、强化监护人职责等。

针对草案二审稿，草案三审
稿作出了修改完善。臧铁伟说，
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加强了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在保障未成年
人安全等方面的监护职责。

臧铁伟介绍，草案还增加了
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有关
规定；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的保护，强化网络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的保护责任；明确人
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强化司法
机关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职责；
对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的法律责任等作出完善。

据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拟对法定最低刑责年龄作个别下调

用法律更好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于10月13日至17日在京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在12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即将提

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部分法律案进行了介绍，并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进行了回应。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

人臧铁伟在 12 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透露，立法工作专班正在认真

研究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中的

浪费标准、法律执行等具体问题。

臧铁伟介绍，就制止餐饮浪

费专项立法，法工委开展了多方

面工作：成立立法工作专班，加

快推进专项立法；认真开展相关

立法研究，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国外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为立

法工作提供依据和借鉴参考；积

极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

取中央有关部门单位、全国人大

有关专门委员会、行业协会、企

业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的

意见建议，书面征求9个基层立

法联系点意见，赴政法院校进行

调研；着手起草法律草案，并与

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做好与粮食

安全保障法草案的衔接；加强工

作沟通联系，与中央有关部门单

位共同研究做好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立法工作；加强对地方立法

工作的联系和指导，在工作层面

同拟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地

方立法的地方人大保持密切沟

通交流。

“目前，对于浪费标准、法律

执行等具体问题，立法工作专班

都在认真研究中。”臧铁伟说，立

法工作机构将在广泛听取社会

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把相关规

范制定完善好，并推动相关法律

尽快出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氛围提供法治保障。

据新华社电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立法：
正认真研究浪费标准、法律执行等问题

深圳筑牢高质量发展“地基”
今年9月21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发了《深圳市

2020年度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计划》，新增规划配建人才住房、

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29456套。土地整备资金96.84

亿元主要用于“两个百平方公里级”高品质产业空间、较大面积

产业空间整备片区等。深圳正通过发挥“规划引擎”作用，打好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筑牢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地基”，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上爬坡跃升。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