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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四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显示——

装备制造业向好态势明显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由

经济日报社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
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共同编制的
2013 年四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于 1
月27日发布。

监测显示，2013年四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
景气指数为95.8点，比三季度回升0.2点，高于
上年同期景气水平，延续了2013年以来温和回
暖、相对平稳的走势。（详细内容请关注本报将
于1月28日发布的《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专刊》）

包头市在棚改中创新群众工作——

北梁10个月3万人圆上“安居梦”
本报记者 陈 力

编者按 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进入尾
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将从群众
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满
意的实效。

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际，本报将持续报道各
地区各部门聚焦“四风”查找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作风的
好作法和典型经验。今天推出内蒙古包头在北梁棚户区搬
迁改造过程中坚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改进作风成效落
实到基层，真正让群众受益的报道。

左图 昔日北梁拥挤的棚户区一角。 上图 北梁棚户区安置小区新貌。 (资料图片）

1 月 23 日，骤降的气温丝毫不减内蒙古包头北梁棚户
区的暖意。刚刚运行 4 个多月的选房大厅里，上百面锦旗
挂满墙壁。这里已为拆迁居民成功选房9246套。

北梁棚户区是内蒙古乃至全国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
城市棚户区，11.8 万居民，70%以上没有固定收入，三分之
一吃低保。北梁的棚改工作早在 2004 年就已开始，但直
到 2012 年底，8 年多的时间，一共才完成 2.86 万人搬迁安
置，进展缓慢。令人没想到的是，2013 年 3 月，棚改项目
重新启动，短短 10 个月的时间，就安置了 3.1 万人，比过去
8 年总和还要多，前后这么大的变化是怎样来的？

居民参与：让正当的权益最大化

东河区财神庙办事处大水卜洞 11 片区居民组长柳根
莲带头拆了自家的房子，彻底和北梁告别。但她很快又返
回去帮助做征拆工作，没地方住了就自己花钱租房办公。

“我这样做，动力就是来自政府对百姓的尊重。”
拆迁几乎成了新时期的“天下第一难”。北梁棚户区总

面积 13 平方公里，从 2003 年开始到 2012 年，包头市积十
年之功仅改造1.13 平方公里，最后基本陷入僵局。“这说明
过去‘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工作思路，没能使群众的利益
最大化。”包头市市长包钢告诉记者，“新一轮北梁棚改思路
调整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就是把棚改当做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使群众真正受益。”

为满足群众知情权，尊重被征收居民的话语权和决
策权，包头市以 200 户左右居民为单位重新划定片区，把
原来的 15 个社区、11 个行政村细划为 123 个片区，推选出
居民代表 89 人和居民小组长 123 人。从居民代表到居民
群众，逐层扩大征求意见范围，举行片区听证会 5 次，召开
各级会议 40 多次，吸收群众意见 106 条，直到群众再也提

不出意见，市人大常委会才出台了《北梁棚户区搬迁改造
实施方案》。

群众参与的通道顺了，对棚改的满意度达到 90%以
上。从 9 月开始动迁，到 11 月底，动迁居民 1.3 万户，完成
年度总任务的 112%。拆除面积 76 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
务的153%，实现了阳光拆迁、和谐拆迁。

法律服务：让公正的光芒最亮化

在北梁尘土飞扬的拆迁现场，记者见到不少法官、检察
官的身影。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东升挂出宣传牌
匾：“预防犯罪，警钟长鸣；和谐北梁，你我践行。”

面对拆迁工作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检察官向工作在
一线的党员干部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警示教育。针对重
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检察机关设立了“北梁
棚改工程检查室”，全程监督工程开标、评标、定标等工作。
东河区法院在原有“工作站”的基础上，就北梁搬迁改造所
涉及的 5 个街道办事处和 1 个镇均设立“法官工作站”，组
织居民现场就征收补偿工作中重点、难点和百姓关注点互
动解答，引导被征收人理性表达诉求。法院为居民开辟绿
色通道，在征收片区可当即立案，现场调解。

在“吴燕说法”讲堂，包头东河区法院副院长吴燕已经
从举办法律讲座转向调解纠纷。令吴燕难忘的是，在三官
庙社区 20 天的时间里，法官工作站调解纠纷 110 件，接待
当事人600多人次。“在短时间处理这些纠纷，推动拆迁，需
要用法、理、情综合手段，对法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也
是一次考验。”截至目前，北梁片区的“法官工作站”已解决
北梁棚户区搬迁改造所涉及的 210 户居民的继承纠纷、房
屋买卖纠纷、确权纠纷、分家析产纠纷，促成了 280 户居民
签订了安置协议。

干部帮扶：让和谐的机制最优化

2013年包头市、东河区共有2167名干部上北梁，全部
编入 123 个片区党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
委书记王中和要求干部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们住在“几百人
共用一个旱厕、20 平方米屋檐下三代同堂、70%以上的居
民无固定收入”的棚户区里，我们该怎么办？

北梁棚户区成了包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课
堂。干部沉下去，市级领导包街道、县级领导包片区、动迁
人员包联到户，与群众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中，由原来不
愿、不会、不敢做群众工作变为想做、会做、敢做，举全市之
力进行北梁棚改攻坚。

对北梁特殊困难家庭，包头市实行廉租住房和就业创
业“双保障”：住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居民，政府给予50平
方米的廉租房之外，对原有住房以每平方米 3000 元的标
准进行补偿。这样，居民可获得近6万元的补偿金，用于购
买政府监管的商业摊位进行经营或租赁。满足北梁地区搬
迁群众从“忧居”到“优居”的愿望的同时，着力解决“业有所
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现实困难。北梁地区的失业人
员可以免费参加创业培训，申请5万元至10万元小额贷款
扶持资金。在移民的新家园召开4次专场招聘会，使1200
人找到工作。一次性给北梁棚户区 60 岁以下无业居民代
缴 300 元养老保险费，一次性给参保的城镇居民每人 660
元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累计为5717户困难群众发放了吃菜
和燃煤补贴。东河区实行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为
1113户北梁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

2013 年的北梁，干群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融洽。据
东河区委组织部统计，棚户区群众赠送的锦旗达到 2100
多面。

换位思考，才能对群众冷暖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才能对百姓关切感同身受。内蒙古包头市北梁棚改之所
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和谐征拆”、“和谐安
置”，形成“忧居”变“宜居”的“北梁经验”，奥秘就
在于市委、市政府真正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位置上，确保
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
众评判，以百姓之心为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难。

征迁安置在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事，老百姓气不顺
就拆不动，弄不好还会出“乱子”。北梁棚户区是全国最
大的集中连片城市棚户区，征迁任务更为繁重，利益诉求
也更为复杂。面对困难，当地领导干部在棚改过程中没
有想当然地“拍脑瓜”作决策，而是始终把顺应人民群众
呼声作为棚改工作的第一追求，把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诉

求作为棚改工作的第一准则，把确保人民群众满意作为
棚改工作的第一目标，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作为
棚改工作的第一手段，真正“沉”下去，与群众拉家常、征
求意见、换位思考，切身体会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心贴
心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最大程度满足群众要求。群众
理解了、气顺了、支持了，征迁安置也就不难了，党的正确
主张也就变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深入开展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就要以北梁棚改
经验为镜，俯身躬行、深入群众，时刻铭记群众这个根本，
站稳一切为了群众的立场，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
入手，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只有这样，才
能打掉党和人民之间的“隔离墙”，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推
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力量。

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上
本报评论员 棚户区改造是我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

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重大发展工
程，可以有效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提高城镇化
质量，让更多困难群众住进新居。

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过去
5 年大规模改造棚户区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后 5 年再
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 1000 万户，
其中 2013 年改造 304 万户。2013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
厅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作出具
体部署。

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2013 年全国棚户区改造任务全面
完成。棚户区改造已开工323万套（户），超过2013年计划开
工量的 6％；基本建成 218 万套（户）。根据 2014 年全国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任务，今年全国棚户区将再改造
370万套以上。

棚 户 区 改 造

延伸阅读

包头北梁棚户区是内蒙古乃至全国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城市棚户区，总面积13平方公里，居民11.8万人。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春节临近，商务部
已启动日报监测制度，将密切关注市场情况，确
保春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除加强监测外，各级商务部门还将加强区
域产销衔接。全国主要城市大都与周边及蔬菜
主产区签订了产销衔接协议，推行绿色通道，降
低流通成本，全力保障市场供应。组织投放政
府储备，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
建立了地方储备制度。 （相关报道见三版）

商务部启动日报监测

确保春节市场价格稳定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日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互致贺电，庆祝中法两
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1964 年 1 月 27 日，
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作出中法建交的历史
性决定，开辟了中欧关系的新时代，谱写出平等
包容、互尊互信、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新篇章。
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具有独立
自主精神的大国，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中法关系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我高度重视
中法关系，愿同你携手努力，以建交 50 周年为
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迈
上新台阶。

奥朗德表示，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
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戴高乐将军作出
这一伟大决定，是因为双方都有坚定的独立精
神。中国几十年无与伦比的发展成就印证了这
是个高瞻远瞩的决定。独立精神也同相互尊
重、珍视主权和多边主义一道，构成法中关系不
可撼动的基石。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法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和
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多极化，携
手应对各种危机和全球性挑战，推动法中关系
再创新的辉煌。

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互致贺电庆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