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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11日，中超联赛第23轮中，
恒大做客工体 3∶1 完胜国安，豪取联赛 13 连
胜，追平了鲁能在2006年创造的纪录。

豪取13连胜
中超联赛恒大追平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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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住有所居”篇

稳定制造业投资 实施补短板工程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办好自己的事系列述评之投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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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周，酷暑炎热将暂告一段落。在西
南气流的主控下，珠海天天都有阵雨雷阵雨，
偶尔也会出现阳光，高温天气缓解。

高温天气缓解
珠海本周迎来阵雨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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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
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
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
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
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
理机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易
地搬迁扶贫到棚户区改造……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安居冷暖，
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
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全面部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
记者在回访中看到百姓“梦圆安居”的一
张张笑脸，看到他们正在从“新”出发，用
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而有尊严
的生活。

【故事一】
“靠天吃饭”的土族人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省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55岁
的吕有金正翻看家里电热炕上几大桶酒糟
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
究，主房梁檐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雕
油漆工艺。2016年底搬进新居后，他拾
起家传酩馏酒酿造手艺，办起了酿酒家
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十几
坛酿好的酒。窗外，四分地的院子，外墙绘
着土族崇尚的彩虹图案，分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2016年 8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民新
居察看面积、结构、建筑质量，同监理新
居建设的村民们交流。吕有金清晰地
记得，那天，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
看反映乡亲们过去居住的旧村状况的
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迁
前，吕有金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片特困
区的脑山地区。吃窖水，走山路，7公里陡
峭崎岖的土路把他和乡亲们祖祖辈辈困

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这

样的困难群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们过
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吕有
金的心暖暖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庭
酿酒作坊的第一年就赚了3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活
要自立。”吕有金告诉记者，不能忘记总
书记的嘱托，不能在发展上再落后。“脱
贫‘摘帽’了，腰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了
自来水，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居住区
和养殖区隔离建设，每家每户修了水厕、
排水管网，村里建了一座日处理能力
100吨的污水处理站，污水不再横流、垃
圾不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我
就带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方向
看去，孙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搁着小
书桌。“从家里到村里小学，走路不到10
分钟，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任。

住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着千家
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拔
穷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特殊
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
深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居住和生产条
件，辅以教育、培训、产业指导，才能帮助
贫困人口真正摆脱贫困，在致富奔小康
的路上同全国人民一起奔跑。

【故事二】
“有里儿有面儿”胡同
讲述老北京“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鼓巷
片区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头顶，飞
回老房子屋檐下的燕巢里。

站在胡同西口的玉河边上远眺，绿
树成荫、水穿街巷的美景，让住在这里数
十年的68岁居民李伏生阿姨怎么也看
不够。 （下转02版）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九洲大
道、景山路升级改造工程前期工作稳步
推进，目前已经开始进行道路病害修复
工作。记者11日采访了解到，九洲大
道、景山路升级改造工程将贯彻市委、市
政府倡导的“花小钱办大事”理念，突出
三个“最”：最快速、最节约、最实用（路面
沥青改造为主），确保三个“不”：对道路
断面基本不调整（局部优化），绿化不改
动，路灯等附属设施不重设，最大限度减
少对市民的影响。

超期服役路面不堪重负

11日上午，记者驱车沿九洲大道行
进时看到，长年累月经受大小车辆辗压的
路面已经“满脸沧桑”：灰暗的沥青罩面上
呈蛛网状分布着修补裂缝留下的深黑色
线条，还有一些尚未来得及修补的裂缝和
坑槽，直观地告诉人们它早已不堪重负。

“主干路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使用
年限通常是15年，这条路从1999年铺
设沥青罩面到现在，已经超期服役这么
多年，早就该大修了。”一名正在对破损
路面进行修补的施工人员对记者说。

“九洲大道、景山路是我市中心城区
重要的城市主干道，目前沥青路面使用
年限已近20年之久，出现破损、裂缝、坑
槽、露骨、车辙等道路病害，行车舒适性
较差，通行效率、安全性降低，已不能满
足城市日益发展的需要。”市公路局相关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对九洲大道、景山路进行升
级改造，是提升道路行驶舒适性和安全

性、改善中心城区道路品质的需要，是充分
挖掘现有道路通行潜力、满足日益增长的
交通需求的需要，也是提升城市形象、促进
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旧沥青热再生节约资源

记者在九洲大道施工现场了解到，根
据前期的勘查检测报告，九洲大道与景山

路原有混凝土路基总体状况较好，可以
继续保留，仅局部存在道路病害需要进
行处理。

“我们将贯彻市委、市政府倡导的
‘花小钱办大事’理念，本着最快速、最节
约、最实用的原则，对九洲大道、景山路
实施升级改造。”代建单位珠海城建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舒平说。

据透露，根据目前的安排，现阶段仅
对九洲大道、景山路车行道路面病害进
行修复，将采用旧沥青路面热再生技术
重新摊铺沥青路面。通过对现状道路旧
沥青混凝土进行加热、刨松、改良、重新
摊铺，实现旧沥青混凝土再利用，有效缩
短工期、降低造价、节约资源。

（下转02版）

九洲大道、景山路开始“美容”了
升级改造施工理念：最快速、最节约、最实用

8月11日，改造中的九洲大道。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人民网广东频道
人民日报党媒信息公共平台·粤港

澳大湾区融媒体工作室
珠海传媒集团记者 王芳

激发人才活力、释放人才红利，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来自珠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截至
2019年5月，珠海市六支人才队伍总量
约为51万人。其中：

——专业技术人才19.4万人、高技

能人才约12万人。
——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159名，在

珠海工作的博士超过4000名。其中，企业
博士超过 1600 名、硕士超过 20000 名。
累计接收留学回国人员8500余名。

——2018年引进各类人才27000余
名，连续两年增长超过50%，为2018年我
市人口净流入率位居珠三角首位提供了高
素质人口支撑。

国际竞争的关键是科技，科技竞争的
关键是人才。关注珠海第一资源人才的活
力和发展，实际上就是探寻珠海经济高质
量发展动力与信心的源头活水。

2015年底，在新西兰梅西大学拿到应用
数学博士学位的骆薇薇，来到珠海国家高新
区，创办了英诺赛科（珠海）科技有限公司。

“为什么要到珠海来创业？因为这里
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在不遗余力为企业创造

良好的创业环境。”不同的场合，面对不
同的群体，骆薇薇的答案或许有所不同，
但她走到哪里都不忘点赞的，是珠海的
创新创业环境和氛围。

英诺赛科创办至今短短三年，就建
成全球首条8英寸硅基氮化镓外延与芯
片量产生产线，打破了国外大企业在氮
化镓功率芯片设计和生产制造领域对全
球市场的垄断。“这都得益于政府为企业
扫除了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产业研发上。”骆薇薇说。

同样从海外学成归来的陈永奇，
2018年来珠海创办了瑞思普利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专注于呼吸系统吸入给药
技术领域的研发与创新。

“开放友好的营商环境、自由流动的
创新要素、前景广阔的成长空间，是珠海
吸引人才的关键。”陈永奇表示，他和团

队曾在全国很多地方进行考察和对比，
最后还是选择落户珠海。“辖区政府对企
业的支持和关心，是最主要的因素。”

陈永奇介绍，生物医药的产业特点
是研发周期长、投入力度大。创业之初，
珠海为瑞思普利提供了5400平方米的
国际标准化厂房，并给予该公司三年免
租的政策。“这为我们的起步带来了关键
的支持”。

成立一年来，瑞思普利已锁定融资
5000万元，成功入选珠海市独角兽企
业。目前，该公司项目产业化生产设备
已在德国成功验收，即将启动生产。

近年来，大量像骆薇薇、陈永奇这样
的高端人才，都不约而同地将珠海作为
创新创业的第一站，在实现自己梦想的
同时，也为推动珠海高质量发展带来源
头活水。 （下转02版）

如何加快打造活力迸发人才“强磁场”？

做好稳投资工作，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发挥投
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提升我国长期综
合竞争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稳定增长，制造业转型升
级、高技术等新动能投资持续发力，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稳投资成效初显 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

投资600亿元的紫光“芯云”产业城多个子项目
顺利落地，投资465亿元的重庆京东方6代柔性显
示生产线加快建设，投资300亿元的重庆璧山康佳
半导体光电产业园、投资150亿元的重庆荣昌电子
电路产业园等项目成功签约……近期，重庆一大批

投资大、产出高、带动力强的智能化项目捷报频传。
近两年来，面对工业增长乏力，重庆市把智能

化转型作为传统制造业“突围”的关键一招。今年
上半年，重庆市工业投资增长8.6%，比地方整体投
资增速高出2.5个百分点，在助力稳增长的同时，为
推动产业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当前我国稳投资，特别是稳定制造业投资
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5.8%，增速比1至5月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比前5个月加快0.4个
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1%，增速加快0.1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增速加快0.3个
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 （下转04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近日在上海、江
苏、浙江调研了解到，三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正视问题、刀刃向内，既围绕大局落实重点
任务，又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并
结合实际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推动整改落实务期
必成，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赢得人心。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第一批单位共梳理形
成整改问题清单2162项，其中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立知
立行立改的1306项，占比超过60%。

距离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不到百天，
上海加强统筹配合、坚持挂图作战，扎实做好第二届进
博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翻开已梳理形成的问题清单
和任务清单，121个问题中已经解决或形成对策的占
70%，181项重点任务也在量化上墙、逐项推进。

江苏省针对苏北农村危旧房较多、环境较差的现
状，省级财政预拨101亿元专项资金，计划3年内改善
苏北30万户农村住房条件。针对高铁、航空、港口等
方面相对滞后的现状，江苏加强规划布局和建设推进，
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让人民群众迅速感受到
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浙江省也全面启动整治工作。第一批单位围绕学
习教育中发现的问题、调查研究中了解的问题、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三服务”（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
层）活动发现的问题、巡视巡察反馈的问题、环保督查
和扫黑除恶督查反馈的问题等，有针对性地列出了本
地本单位需要整改落实的突出问题316项。

正视问题、刀刃向内
上海江苏浙江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抓好问题检视和整改落实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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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网络
文学平台发布的新作品中现实题材占比达
65%，同比增长24%。

现实题材过半
网络文学青睐“现实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