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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珠海市長不足4個月 李澤中涉違紀受查

內地棚改 助逾億人「出棚進樓」
世銀低收入住區研究顧問：體現對貧困人群住房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正在進行

的大規模棚戶區改造，是黨和政府推行的一項

旨在提高人民群眾生活品質的重要制度設計。已經過去的八年

中，中國已累計使8,000多萬住房困難群眾「出棚進樓」，相當於

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此外，今年將完成棚戶區住房改造600萬

套，料再有近2,000萬人「出棚進樓」。世界銀行低收入住區研究

顧問安娜認為，中國推進的棚戶區改造體現了「對貧困人群住

房、收入和利益的保障」。

南方日報：將改革進行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上月29日，主持召
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八次
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強
調，改革是我們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
偉大鬥爭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必
須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必須堅持問題導
向，必須狠抓改革落實，必須深化對改革

規律的認識和運用。要繼續高舉改革旗
幟，站在更高起點謀劃和推進改革，堅定
改革定力，增強改革勇氣，總結運用好黨
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改革新經驗，再接再
厲，久久為功，堅定不移將改革進行到
底。
《南方日報》前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
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

重要法寶。黨的十八大以來的5年，是全
面深化改革夯基壘台、積厚成勢、攻堅克
難、砥礪奮進的5年，也是改革集中推
進、全面深入、成果顯著、積累經驗的5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此次中央深改組會議
上提出的四個「必須」，既是回望過去，
從認識論上對過去5年我們推進全面深化
改革成功經驗的系統深刻總結；也是展望
未來，從方法論上為我們推動全面深化改

革邁向縱深提供的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眼下，中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全面深化改革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
口」需要攻克，我們必須認真領會、深入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必須」要求，以
壯士斷腕的勇氣、鳳凰涅槃的決心，敢於
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敢於觸及深
層次利益關係和矛盾，將改革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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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深圳市規
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前日公佈了《深圳市
人民政府關於完善土地供應管理的若干意
見（徵求意見稿）》（下稱《意見》），
擬恢復劃撥方式供地，範圍僅限於產權歸
政府的公益性、非營利性用地。

範圍僅限非營利用地
《意見》提出，產權歸中央國家機關

（含授權單位）、省、市和區人民政府
（含新區管理機構）的公益性、非營利性
用地以劃撥方式供應。這些用地包括：行
政管理、文體醫療、教育科研、社會福
利、文化遺產、宗教及特殊等公共管理與
服務設施，供應、環境衛生及其他公用設
施，廣場等用地；區域交通、城市道路、
軌道交通、交通場站及其他交通設施用
地；只租不售的人才和保障性住房、創新

型產業用房（含科技企業孵化器）用地；
國家重點扶持的能源和水利等設施用地。
《意見》明確，以劃撥方式取得的建設用
地使用權不得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或
者抵押，不得改變用途。
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在解讀時

表示，根據土地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中
國土地供應方式包括劃撥、出讓、作價出
資和租賃。而深圳自1988年1月《深圳經
濟特區土地使用權出讓條例》頒佈實施
後，特區國有土地統一實行有償出讓制
度，事實上廢除了劃撥，改為協議免地價
供應。此次恢復劃撥方式供地，是為了鼓

勵社會投資民生用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的同時確保公共服務及產品盡可能地惠及
廣大群眾。
《意見》還以產權為導向，擴大國有土地
有償使用範圍，產權歸社會投資人的以出讓
等有償方式供應，出讓用地中缺乏競爭性或
者重點保障的以協議方式供應，其餘一律招
拍掛出讓；同時結合管理需求，對部分協議
出讓用地予以權利限制。《意見》並提出國
有建設用地租賃實行短期租賃和長期租賃。
對急需的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及市人民政府
批准的其他情形實行短期租賃，工業及其他
產業用地實行長期租賃。

深圳擬恢復劃撥方式供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常平盃」第四屆廣東
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決賽在東莞舉
行，從3,000多個參賽項目中淘汰
晉級的30個決賽項目，角逐最高
百萬元獎金及落戶孵化扶持政策。
最終，包括「利用液態活檢進行早
期腫瘤篩查」等5個項目奪得一等
獎。來自香港的團隊在本屆大賽再
次獲得佳績，包括「工業視覺智能
體系」在內的參賽項目獲得二等獎
等多個獎項。
廣東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是廣東最

高規格的「雙創」賽事，面向全國
和港澳吸納參賽團隊。自今年5月
初啟動以來，經過初篩、初賽、複
賽三級賽制、歷時四個月的層層選
拔，30 個項目脫穎而出進入決
賽，爭奪百萬大獎和南粵青年創新
創業最高榮譽。

團隊3人來自中大理大
在今年的30個決賽項目中，有

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工智能和新一代
信息技術項目。比如，「斯坦德機械人」移
動機械人定位導航及運動控制器，技術創新
穩定，收攬國內超過80%規模以上的移動機
械人生產及系統集成企業成為自己的客戶。
還有「工業視覺智能體系」項目，以機械視
覺和深度學習為核心，提供視覺控制系統及
解決方案，實現工業機械人的視覺感知與執
行決策，協助企業跨入智能製造時代，核心
團隊3人均為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理工大學
博士，擁有國際專利5項、國內專利65項。
比對往年，本屆出現了更多順應國家新經

濟業態發展趨勢而生的項目，如「高效鈉離
子電池負極儲能材料」及「超高效電機」
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各地
棚改經歷了十餘年的發展，遺留下來的棚
戶區均是經濟效益難以平衡的項目。專家
指出，2018年至2020年各省市棚改的難度
將持續上升，棚改將真正成為難啃的「硬
骨頭」。 5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
明確，針對目前一些地方棚改推進難度加
大、配套建設滯後、融資困難等問題，進
一步提高貨幣化安置比例，確保完成今年
再開工改造600萬套的棚改任務。此外，實
施2018年到2020年3年棚改攻堅計劃，再

改造各類棚戶區1,500萬套。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

究員王業強建議，一些地區的棚改不能簡
單地以舊翻新或就地重建，應與生態功能
區建設、產業發展規劃等結合，納入整體
佈局考慮，着重發展接續替代產業，形成
新的增長點，並加大資金支持。
「讓棚改成為提升城市品質的重要抓

手，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真正讓民
眾因此實現生活的變革性改善。」王業強
說。

專家倡棚改納入整體佈局

■外界相信李澤中的違紀事實可能發生於
任職廣晟公司期間。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東省紀委昨日通報，珠海市委副書

記、市長李澤中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
受組織審查。此次落馬，距離這位「70
後」市長正式上任還不足4個月。上月29
日珠海遭到颱風「天鴿」襲擊時，李澤中
還前往橫琴新區受災企業及在建工地檢查
指導復產重建工作，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公
開場合露面。
資料顯示，李澤中1997年7月從北京大
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政治學理論專業畢
業後，成為國務院扶貧辦政策研究處見習
人員、主任科員。在扶貧辦工作5年後，
李澤中到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
院公共管理專業學習兩年。2004年，擔任
世界衛生組織知識產權委員會課題「發展
中國家醫藥知識產權、創新能力與公共衛

生需求」中國專題小組組長，之後兩年，
成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展研究中心諮詢
員。
2006年起，李澤中正式到廣東工作，供

職於廣東大型省屬國企廣晟經營管理有限
公司工作，歷任省公司總經理助理、資本
運營部部長，副總經理、總經理。2016年
4月，他正式擔任廣晟公司董事長、黨委
書記，成為執掌這家大型國企的「一把
手」。

料任職廣晟期間違紀
由於李澤中履新珠海時間極短，外界相

信其違紀事實可能發生於任職廣晟公司期
間。在他之前，廣晟已有多名高層落馬。

李澤中是今年以來廣東省紀委查處的第20
位廳級幹部，其他的包括江門市長鄧偉
根、省僑辦黨組書記陳慶榮、汕頭市委原
副書記鄧大榮、省科技廳副廳長鍾小平
等。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今年5月，廣
東省紀委書記黃先耀卸任，施克輝接棒成
為新任書記，而5月至今，省紀委查處的
廳級幹部達到8人，表明「打虎」力度不
減。
事實上，十八大以來，廣東反腐力度空

前，查處案件和人數高居全國各省前列。
廣東省紀委統計顯示，截至今年5月22
日，廣東給予57,374人黨紀政紀處分，
525名廳級幹部被立案調查，分別是十八
大之前五年總和的2.5倍和3.5倍。

■香港團隊在青創賽中勇奪多個獎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在過去的八年，中國已累計使8,000多萬住房困難民眾「出棚進樓」。圖為上海張橋棚戶區。 中央社

■專家指出，2018年至2020年各省市棚改的難
度將持續上升，棚改將真正成為難啃的「硬骨
頭」。圖為搬遷改造工作曾數次擱淺的成都「城
中村」。 資料圖片

74歲的龔福珍是棚改受益者之一，她2年前因查出乳腺癌，讓住在棚
戶區的她和家人陷入了絕境。不過，湖
南省長沙市岳麓區桐梓坡的棚戶區改
造，改變了這一切。52.49平方米的房子
折合補償款50.89萬元（人民幣，下
同），貨幣安置補貼15萬元，搬遷困難
補助、大病救助共4萬元。「除去花40
萬元購買一套97平方米的商品房，家裡
還有30萬元資金結餘，生活更有期
待。」龔福珍說。

棚改貨幣安置 成去庫存「生力軍」
長沙市對符合條件的棚改對象每戶發
放15萬元安置補貼，支持他們購買市場
性房源。據統計，2015年長沙市共辦理
棚改安置補貼資金審核5,980戶。2015
年大力推行的棚改貨幣化，對三四線樓
市去庫存起到決定性意義。棚改貨幣安
置催生的購房需求，已成為引領去庫存
的「生力軍」。長沙市住保局副局長黃
家興表示，「棚改安置與住房保障、化
解庫存的供需通道，既推進了棚改，又
消化了存量，為樓市持續調整下的棚改
帶來新思路。」
目前，長沙棚改戶中有近60%已購買
或計劃購買商品房，全市2015年通過棚
戶區改造促進住房消費約200萬平方
米，合計約118億元。一些區政府不僅
安排團購優惠商品房，還為成功購房者
額外提供1.5萬元至3萬元補貼。
湖南省住建廳的數據顯示，國家今年
下達給湖南省的各類棚戶區改造任務是
40萬套，今年1月至6月，湖南省各類棚

戶區改造開工建設263,584套，為年度開
工建設計劃的64%。其中，貨幣安置
227,490戶，貨幣化安置率為86.3%。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7年《政府工

作報告》中提出，今年再完成棚戶區住
房改造600萬套，這意味着近2,000萬人
將「出棚進樓」。根據住建部網站最新
消息，2017年，全國計劃新開工棚戶區
改造600萬套。1月至7月，已開工470
萬套，佔年度目標任務的78%。2015年
至2017年全國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
村在內的各類棚戶區住房1,800萬套。

棚改一舉多得 利民生促經濟增長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陸克華表

示，棚改已經取得改善民生、帶動經濟
增長等多重實效，對穩增長、促改革、
調結構、惠民生發揮了一舉多得的作
用。
據統計，中國2015年棚改貨幣化安置

的比例為29.9%，2016年這一比例上升
到了48.5%。從今年的一些地方政府發
佈的計劃看，大多數地方將棚改貨幣化
比例調升至50%以上。多家研究機構也
發佈報告認為，今年的棚改貨幣化安置
比例將達到60%。
臨近10月底完成當年棚改新開工任務

指標大限臨近，中國各地正在加快實施
棚改計劃。中國地方還在積極探索以新
的融資機制、土地供應方式推進棚改計
劃。據悉，廣西正在嘗試開通新融資渠
道，通過政府採購公共服務、PPP等模
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公益性事業的投資
和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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