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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忧居”到“优居”
8月的内蒙古阿尔山市，碧空如洗。

笔直的兴安落叶松环抱着幢幢亮丽的
回迁楼。79岁的郭永财和老伴如今就住
在这样的高楼里。

“家里装了电热水器、马桶，生活很
方便。冬天集中供暖，盖个毯子就能睡
个好觉。现在真是享福了。”老郭露出幸
福的微笑。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的阿尔
山市，并到困难林业职工郭永财家中了
解情况。看到郭永财等群众住房还比较
困难，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加快棚户区改
造，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日住上新房。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下，阿尔山
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2014年
至今，当地累计投入 40亿元改造棚户
区。如今，像郭永财一样的 10200 户群
众，从忧居走向安居。

绿树掩映，高楼林立，道路干净
……家住湖北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小
区的刘桂华由衷感慨：“居住的环境越
来越好了！”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
考察，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棚
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
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
是脏乱差的棚户区。”总书记一席话，让
当地群众感受到浓浓温情。而今，通过
棚改，武汉青山区 1.3万余户、4万多人
的棚户家庭迁入新居，刘桂华一家也在
2015年搬进了新小区。

2013 年至今，我国棚改大规模推
进，取得了历史性成效，2013年至 2017
年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2645万套，惠及
6000多万居民，改造数量和惠及居民数
量均比2008年至2012年翻了一番。截至
2018年底，全国范围内1亿多居民“出棚
进楼”，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从“将就”到“讲究”
棚改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各地以棚

改为契机，不断补齐发展短板，通过美
化环境，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
使棚改群众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伊林小区，苏
艳梅的家收拾得格外精致、讲究，鱼缸里
养着色彩斑斓的热带鱼，阳台上摆满了
花草。“在城里住了几十年，现在才算真
正过上了城市生活。”苏艳梅感慨地说。

迁入新居，硬件改善，棚改群众的
文明素养也相应提升。武汉青山区青馨
居社区的余冬梅说，住进新房，大伙都
变了个样，“刚搬来时，不少棚改户有乱

丢垃圾、高空抛物的坏习惯，在社区宣
传引导下，再看我们的社区，卫生干净，
每个人都文明守礼。”

“棚改后，不仅有了新房，也有了新
家。”家住长沙市湘雅路街道文昌阁社区
的刘志纯说，她现在每天都去老年活动
中心唱歌，参加社区举行的各类活动。

“居住环境好了，生活也更丰富多彩了。”
记者在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走

访感到，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城市面
貌日新月异。各地抓住棚改契机，完善
道路、电力、燃气等配套基础设施，污水
处理、垃圾处理、集中供热等项目相继
投入使用，并建设公园和广场，大大提
升了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

■从希望到兴旺
棚改工程既是改善群众生活条件

的安居工程，又是帮助群众创业就业的
乐业工程。

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棚改集中
安置点新希望小区，常志凤经营了一家
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生意不
错。2014年棚改时，她用 20多万元安置
款买下这家店面。常志凤说：“过去房子
破烂，没有固定收入，是棚改让我们全
家重获新生。”如今，她家又买了新房、
汽车，今年打算继续扩大店铺。

长沙市芙蓉北路的棚改户李碧如
搬入新居后，一家人信心满满开始了新
生活。眼下，全家正忙着给儿子找媳妇。

“党和政府心里装着咱棚改群众，我们
既感动又感恩。”李碧如说。

作为棚改受益者，武汉市青山区青
宜居小区78岁的老人吴传发，创作了湖
北慢板《幸福不忘共产党》，在武汉三镇
表演上百场，感恩棚改好政策。去年吴
传发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我们棚户区居民的好日子，我
要向党组织靠得更近些。”

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
程，有效带动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
2008年至2018年，全国棚改完成投资约
9.7万亿元，棚改及拉动相关产业总投
资，2017年超过20万亿元。

完整参与了阿尔山市棚改工作的
副市长赵德权说，通过棚改，广大干部
练就了与群众打交道的真本领，为民情
怀深植内心；棚改群众真心拥护党和政
府，精神头更加充足。“棚改，架起一座
党群连心桥。”

阿尔山市80岁的棚改户毕殿花说，
党和政府把发展的红利发放给了老百
姓，让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我现在唯
一的愿望就是活到100岁。” 新华社

棚改的温暖：
1亿多人“出棚进楼”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他在多次实地

考察时强调，要让棚户区、老城区里的群众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

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让大家能过上现代生活。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棚改工作在全国各地

扎实推进，短短几年时间，上亿居民“出棚进楼”，圆了安居梦。

本报讯（记者 唐益 通讯员 肖欢
欢）17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我市大气环境网格化监管系统二期项
目已通过专家验收，新增的200个环境
空气质量微观监测站正式上线，高密度
覆盖全市的大气环境网格化监管系统
基本成型。

据介绍，我市大气环境网格化监
管系统建设项目在 2017年启动。2018
年 2月，大气网格化监管系统第一期
完工，在中心城区、主要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重点工业园区等科学布设了 100
个环境空气微观监测站。今年上半年，
在现有传统空气质量监测子站基础
上，我市按 2×2平方公里网格布点，再
新增 200 个环境空气微观监测站，高
密度覆盖全市的大气环境网格化监管
系统基本成型。

300个环境空气质量微观站在实
现全方位监控我市大气污染分布基础
上，还可以通过大气环境网格化监管
系统数据平台和手机APP等可视化的

表达方式，集成污染源分布图、环境质
量实时图、污染趋势变化图、网格员分
布图等，提高源解析精度，精确找到污
染来源。

“大气环境网格化监管系统各微观
站作为 24小时‘蹲守’的‘片警’，通过
监测局部污染造成的站点数据突变情
况，实时发现微观站附近污染源，并将
报警信息上报至大气环境网格化监管
系统。”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说，系统上线以来已经成功识别多起

局部污染案例。如太和路网格站点、金
港酒店网格站点、大涌-依露琦制衣网
格站点等站点，附近曾发生局部污染，
系统有效指引相关人员及时进行污染
处置。此外，网格化监管系统结合国控
站点数据，还有效识别出了紫马岭站点
东南方向木炭烧烤污染问题。网格化系
统结合数据分析手段解决恶臭以及其
他污染事件来源等，真正实现了应用大
数据为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监管辅助
决策的作用。

我市大气环境
网 格 化 监 管
系统基本成型

300个微观监测站
让污染源无处遁形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钟
民轩）市民政局近日正式出台《中山市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照护补助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覆盖目
前不属于我市特困供养对象而不能享
受特困人员照护补贴、政府供养，但其
自身或家庭无力承担入住养老机构或
聘请专业居家养老护理员的费用，为
这部分老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或居家
养老护理解决后顾之忧。《办法》已于
8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特困供养对象不适用该
《办法》

市民政局透露，目前我市经济困
难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包括低保、低

收入家庭的 60周岁以上失能老年人）
存在着一定的养老难题。这部分老年
人失能程度严重，养老服务需求尤为
迫切。但根据现行规定，其不属于我市
特困供养对象，不能享受特困人员照
护补贴、政府供养，其自身或家庭也无
力承担入住养老机构或聘请专业居家
养老护理员的费用。

《办法》共19条，主要规定了照护补
助的发放对象、补助标准、经费来源等。
《办法》所称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是
指被评定为中、重度失能且生活困难的
低保、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
含由政府供养的老年人）。“三无”、“五
保”老人等特困供养对象享受免费的政
府供养，不在此补助对象范围之内。

●中度失能者入住市内养老
机构每月补助不高于3500元

《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对象，
根据其选择的养老服务形式按标准补
助。其中入住市内养老机构的，中度失
能者每人每月补助不高于 3500元；重
度失能者，每人每月补助不高于 4000
元。低保老年人每月补助金额为所入住
养老机构的实际收费标准扣除所收低
保金额（含分类救助金）的差额部分。入
住天数不满一个月的，按实际入住天数
进行补助。

选择居家养老护理员上门服务
的，中度失能者每周服务不少于 4次，
且每次服务不少于 2.5小时，每人每月
补助不高于 1800 元；重度失能者，每

日服务时数不少于 2.5小时，每人每月
补助不高于 3100元。每月补助金额根
据向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实际收费
标准进行补助，但不高于上述情形的
最高标准。

符合条件的对象或其亲属向户
籍所在镇 (区)的村（居）委会提出申
请，由村（居）委会将申请资料报送镇
区社会事务局。值得注意的是，《办
法》规定，老年人失能程度判定参考
标准为“民政部《老年人能力评估》
MZ/T 039-2013”，由专业的第三方
机构组织评估。照护补助金所需经费
由市财政负担，但火炬开发区和五桂
山等功能类镇区需自行负担照护补
助金经费。

我市出台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照护补助暂行办法

入住市内养老机构
每人月补最高4000元

据新华社电 8 月 17 日，针对美
国众议长佩洛西、参议员麦康奈尔、
鲁比欧、众议员约胡等人近日发表
的涉港错误言论，全国人大外事委
员会发言人尤文泽表示，近期在香
港发生的一连串非法活动特别是极
端暴力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条

例，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粗暴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
重威胁香港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必
须依法惩处。

该发言人说，美一些议员把这些
暴力犯罪美化成争取人权和自由，把
香港警察严正执法、打击犯罪、维护社
会秩序歪曲成暴力镇压，威胁在美国
国会推动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此举严重违反法治精神，是赤
裸裸的双重标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

暴干涉。
该发言人表示，违法不被惩处，法

律就没有威严。法律没有威严，法治就
荡然无存。维护香港的社会秩序和稳
定必须依靠法治。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香港的长期
繁荣稳定是包括 750万香港市民在内
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绝不是
极少数暴力犯罪分子所能撼动的，也
绝不是任何外部势力横加干涉所能改
变的。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回应
美国国会议员涉港错误言论

●8月17日，捷龙一号遥一火箭在我国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以“一箭三星”
方式顺利将三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捷
龙一号运载火箭执行的首次飞行任务，也是
我国商业火箭领域国家队的全新探索。

●捷龙一号总长约 19.5 米，箭体直径
1.2米，起飞重量约23.1吨，是我国固体火箭
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火箭。自2018 年2
月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到首飞成功，捷龙一
号只用了不到 18 个月时间，成为中国航天
研制周期最短的火箭之一，创造了商业火箭
研制的“捷龙模式”。

捷龙一号
成功首飞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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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罪恶的暴力风球正肆虐香港，
一股狂乱的黑暗逆流正侵袭香港。700
多万香港市民的共同家园，已遍体鳞
伤。但一小撮激进暴徒仍不见收手，反
而更加谵妄、骚动，把香港往死里打。

痛哉！！悲哉！！怒哉！！急哉！！
17 日下午，香港各界人士在金钟

添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大集
会，呼吁全港社会各界反对一切形式的
暴力，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护港救
港的力量大集结，发出了以正压邪的民
意强音。

两个多月来，“反中乱港”势力有组
织地策动激进抗争活动，街头暴力愈演
愈烈，社会危害愈来愈大。一只暴力黑
手正扼住香港之喉，香港已到危急时
刻，分分钟都关乎前途命运。

“暴”恣意横行，“乱”肆意流窜，“反
中乱港”势力和暴力分子制造的“黑色
恐怖”，成为香港的“定时炸弹”。从冲击
特区立法机关，包围中央驻港机构，侮
辱国旗国徽，到围攻警署，使用不断升
级的工具、武器袭警；从阻断交通、阻挠
市民上班上学就医，到瘫痪机场，对旅
客无差别地施以阻拦、辱骂、搜身甚至
进行禁锢、殴打，蒙面暴徒完全突破法
律、道德和人性底线，严重暴力犯罪行
为已显露恐怖主义苗头，已严重危及香
港繁荣稳定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此刻，所有纯良的香港市民都无法
置身事外、独善己身，都不能再隐忍暴
力。因为，每一个“你”都是受害者，随时
可能成为被暴徒无故殴打的货车司机、
被暴徒挡在路上无法赶去医院的孕妇、
被暴徒围攻羞辱谩骂的老人的子女、被
暴徒困在机场看着孩子因恐惧而哭泣
的家长……这样混乱不堪的日子再持
续下去，谁能承受？！

关键时刻，面临关键选择：是捍卫
“一国两制”，还是纵容一些人摧毁“一
国两制”；是守护香港，还是眼睁睁看着
香港沉沦；是高举法治和正义的旗帜，
还是向暴力和邪恶屈服？！关键时刻，需
要关键力量：所有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
都当挺身而出，用良知、正气和行动挽
救香港、守护香港，汇聚起强大正能量，

击碎“反中乱港”的邪恶势力，驱散暴乱
阴霾，还香港和谐安定、发展繁荣。时不
我待，香港需要每一个“你”的守望与保
护。

暴徒及其背后势力恶行累累，但天
理昭昭、法网恢恢，该算的账都必将算
个清楚，罪恶必将受到严惩。邪永远压
不了正，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已站了出

来，无惧无畏地发出正义之声。暴徒已
恐惧战栗，才上演“末路疯狂”。此刻，我
们更要力挺香港同胞：香港是你们的香
港，也是祖国人民的香港，你们身后是
我们共同的国家，是14亿中华儿女。此
刻，我们更紧密地站在一起，不分彼此！
公理正义必胜！

新华社

每个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
都是护港救港的关键力量

8 月 17
日 ，香 港 各
界人士在金
钟添马公园
举 行“ 反 暴
力、救香港”
集会。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