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圓群眾安居夢
推推棚改遷遷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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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億人住房條件獲改善 文明素養相應提升

總書記

2019年8月18日（星期日）

「棚戶區改造事關千千萬萬群眾安居樂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

關心 的 百姓身邊事

關心老城區和棚戶區改造，他在多次實地考察時強調，要讓棚戶區、老城區裡的群眾
居住更舒適、生活更美好，解決好大家關心的實際問題，讓大家能過上現代生活。在
習近平總書記的直接關心和推動下，棚改工作在全國各地扎實推進，短短幾年時間，
上億居民「出棚進樓」，圓了安居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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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阿爾山市，碧空如
8月的洗。筆直的興安落葉松環抱着

幢幢亮麗的回遷樓。79 歲的郭永財和老
伴如今就住在這樣的高樓裡。「家裡裝
了電熱水器、馬桶，生活很方便。冬天
集中供暖，蓋個毯子就能睡個好覺。現
在真是享福了。」老郭露出幸福的微
笑。

總書記叮囑促改造
5 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冒着零下 30 多
攝氏度的嚴寒，來到地處邊陲的阿爾山
市，並到困難林業職工郭永財家中了解
情況。看到郭永財等群眾住房還比較困
難，他叮囑當地幹部要加快棚戶區改
造，排出時間表，讓群眾早日住上新
房。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囑託下，阿爾山市
開始了大規模的棚戶區改造。2014 年至
今，當地累計投入 40 億元（人民幣，下
同）改造棚戶區。如今，像郭永財一樣
的10,200戶群眾，從憂居走向安居。
綠樹掩映，高樓林立，道路乾凈……
家住湖北武漢市青山區青宜居小區的劉
桂華由衷感慨：「居住的環境越來越好
了！」
2018 年 4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考
察，來到武漢市青山區工人村街。「棚
戶區改造事關千千萬萬群眾安居樂業。
我們的城市不能一邊是高樓大廈，一邊
是髒亂差的棚戶區。」總書記一席話，
讓當地群眾感受到濃濃溫情。而今，通
過棚改，武漢青山區 1.3 萬餘戶、4 萬多
人的棚戶家庭遷入新居，劉桂華一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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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搬進了新小區。
2013 年至今，中國棚改大規模推進，
取得了歷史性成效，2013 年至 2017 年
累計改造各類棚戶區 2,645 萬套，惠及
6,000多萬居民，改造數量和惠及居民數
量均比 2008 年至 2012 年翻了一番。截
至 2018 年底，全國範圍內 1 億多居民
「出棚進樓」，住房條件得到極大改
善。

生活品質得以提升
棚改工作開展以來，全國各地以棚改
為契機，不斷補齊發展短板，通過
美化環境，配套基礎設施，完
善公共服務，使棚改群眾
生活品質得到明顯提
升。

阿爾山市伊爾施街道伊林小區，蘇艷
梅的家收拾得格外精緻、講究，魚缸裡
養着色彩斑斕的熱帶魚，陽台上擺滿了
花草。「在城裡住了幾十年，現在才算
真正過上了城市生活。」蘇艷梅感慨地
說。
遷入新居，硬件改善，棚改群眾的文
明素養也相應提升。武漢青山區青馨居
社區的余冬梅說，住進新房，大夥都變
了個樣，「剛搬來時，不少棚改戶有亂
丟垃圾、高空拋物的壞習慣，在社區宣

傳引導下，再看我們的社區，衛生乾
淨，每個人都文明守禮。」
「棚改後，不僅有了新房，也有了新
家。」家住長沙市湘雅路街道文昌閣社
區的劉志純說，她現在每天都去老年活
動中心唱歌，參加社區舉行的各類活
動。「居住環境好了，生活也更豐富多
彩了。」
隨着棚改工作的推進，城市面貌日新
月異。各地抓住棚改契機，完善道路、
電力、燃氣等配套基礎設施，污水處
理、垃圾處理、集中供熱等項目
相繼投入使用，並建設公園
和廣場，大大提升了
城市品質和人居
環境。

助民創業就業
帶動消費投資

棚改工程既是改善群眾生活條件的
安居工程，又是幫助群眾創業就業的樂
業工程。在阿爾山市伊爾施街道棚改集中
安置點新希望小區，常志鳳經營了一家超
市，貨架上的商品琳瑯滿目，生意不錯。
2014年棚改時，她用20多萬元安置款買下這家
店面。常志鳳說：「過去房子破爛，沒有固定
收入，是棚改讓我們全家重獲新生。」如今，她
家又買了新房、汽車，今年打算繼續擴大店舖。
長沙市芙蓉北路的棚改戶李碧如搬入新居後，
一家人信心滿滿開始了新生活。眼下，全家正忙
着給兒子找媳婦。「黨和政府心裡裝着咱棚改群
眾，我們既感動又感恩。」李碧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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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和經濟增長。2008 年至
2018 年，全國棚改完成投資約 9.7 萬億
元，棚改及拉動相關產業總投資，2017 年
超過20萬億元。
完整參與了阿爾山市棚改工作的副市長趙
德權說，通過棚改，廣大幹部練就了與群眾打
交道的真本領，為民情懷深植內心；棚改群眾
真心擁護黨和政府，精神頭更加充足。「棚改，
架起一座黨群連心橋。」
阿爾山市 80 歲的棚改戶畢殿花說，黨和政府把
發展的紅利發放給了老百姓，讓大家過上了幸福
生活，「我現在唯一的願望就是活到100歲。」

架起黨群連心橋
作為棚改受益者，武漢市青山區青宜居小
區78歲的老人吳傳發，創作了湖北慢板《幸
福不忘共產黨》，在武漢三鎮表演上百
場，感恩棚改好政策。去年吳傳發還遞
交了入黨申請書，「沒有共產黨就沒
有我們棚戶區居民的好日子，我要
向黨組織靠得更近些。」
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
也是發展工程，有效
帶動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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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進軍商業
捷龍一號首秀一箭三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龍系列」運載火箭迎來首
秀。17 日 12 時 11 分，航天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以下簡稱「火箭院」）抓總研製的捷
龍一號遙一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
功發射，以「一箭三星」方式，順利將
三顆衛星送入預定軌道。捷龍一號運載
火箭是由中國航天「國家隊」採用商業
化模式打造的小型固體運載火箭，具有
高性價比、高可靠、快履約、快發射的
特點，這是其執行首次飛行任務。

研製期最短 僅用 18 個月
據介紹，捷龍一號總長約 19.5 米，箭
體直徑 1.2 米，起飛重量約 23.1 噸，是
中國固體火箭中體積最小、重量最輕的
火箭，能夠實現 500 公里太陽同步軌道
200 公斤運載能力，在中國固體商業火
箭中運載效率是最高的。與人們熟悉的
火箭發射塔架不同，捷龍一號採用一車
一箭方式，這不僅是商業航天領域首次
實現車載垂直熱發射的發射模式，更是
中國第一型滿足廣地域發射的固體運載
火箭，成熟期運抵發射場後能夠實現24

小時內快速發射。
火箭院院長王小軍表示，捷龍一號是
中國航天「國家隊」採用商業化模式、
面向商業小衛星發射市場打造的一款小
型固體運載火箭，也是航天科技集團首
型商業運載火箭。自 2018 年 2 月研製工
作正式啟動，到今日首飛成功，捷龍一
號只用了不到 18 個月的時間，成為中
國航天研製周期最短的火箭之一。此
外，捷龍一號的經費投入主要由面向社
會資本融資來開發研製，並採用了競爭
性配套的方式，有利於全箭降低成
本、提高性能。從單次專屬發射的
角度，捷龍的單位入軌成本是世界
上最低的，目標成

本基本可以達到3萬美元/公斤。
據悉，此次發射任務由三顆衛星組
成，主星為「千乘一號01星」，由北京
千乘探索科技有限公司研製；兩個搭載
衛星為「星時代-5」衛星和「天啟二
號」衛星。「千乘一號01星」是中國民
營衛星創業公司迄今為止自主研發的規
模最大的一顆衛星，研製時間歷時14個
月，整星重量65公斤。千乘探索未來四
年內完成24顆衛星的工程組網，以及全
球 4 套地面站的建設部署，形成全球任
一地點的小時級空間信息服務能力，
補充中國在軌空間基礎設施能力，支
撐國防、應急、國土、農業、林業、
城市管理等領域空間信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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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納米專家聚京
共話產業人才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第八屆中國國際納米科學技術會
議（ChinaNANO 2019）17 日在北京
召開。據了解，大會同期組織召開了
「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科技創新協同
發展論壇」等 10 餘個論壇，廣泛探討
開展合作研究項目。香港科技大學唐
本忠院士等國際著名科學家分別就納
米科技的戰略發展方向與產業化、納 ■第八屆中國國際納米科學技術會議現
受訪者供圖
米科技與其它學科的交叉發展、教育 場。
與人才培養等熱點問題做了主題報 技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告。
第八屆中國國際納米科學技術會議
大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 由國家納米科學技術指導協調委員會
在開幕式上致辭時指出，通過全球納 主辦，國家納米科學中心承辦。據介
米科技工作者近 30 年的共同努力，納 紹，經 14 年的發展，大會已經成為納
米技術已逐步成為集交叉性、引領型 米科學技術領域的品牌會議，成為全
和支撐性的前沿研究領域，在推動全 球從事納米領域的科技工作者進行學
球科技創新的發展中，正在發揮越來 術與技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時
越重要的作用。這些年，中國一直積 也是納米企業放眼全球、展示競爭實
極參與促進納米科技的基礎研究和應 力、開發新興市場的競合平台。此次
用研究，一系列統計數據顯示，中國 會議將繼續秉承其加強全球納米科技
已成為當今世界納米科學與技術進步 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宗旨，為來自全球
的重要貢獻者和世界納米科技研發前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2,500 餘名從事
沿大國之一；未來將進一步統籌推進 納米科技研究的院士、專家、青年學
納米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技術創新 者及企業精英提供一個開展科學交
和成果轉化，充分發揮納米科技對科 流、企業合作和戰略規劃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