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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条件是
城市、县城（城关镇）建成于 2000 年以
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
旧、缺失，但房屋结构安全较好，不宜整
体拆除重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
小区。改造包含基础设施、住宅建筑本
体、居住环境、配套养老托幼公共服务
设施四个方面。统计显示，目前全省需
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涉及居民 122 万
户。 （综合新华社电）

什么条件符合
“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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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霍小光

负责在码头上装卸集装箱的基里
亚科斯·米拉皮蒂斯真的没有想到，自
己能有幸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
面交流。习近平主席握住他的手，耐
心地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

11 月 11 日，正在希腊进行国事访
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来到位于雅
典西南约 10 公里的比雷埃夫斯港，考
察中希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一龙头示
范项目，同港口员工亲切交谈，倾听他
们对“一带一路”的心声。

萨罗尼科斯湾环抱中的比雷埃夫
斯港波光粼粼，海鸥盘旋。码头边停
靠着两艘中远海运集团的巨型货轮，
堆场旁两列满载电子产品的“中欧陆
海快线”班列正准备启程驶往中东欧
腹地。

习近平主席的到来让繁忙的港口
更加热闹起来。港口员工挥舞着中希
两国国旗，在红毯两侧夹道欢迎中国
贵宾的到来。

在可以远眺整个港口的楼顶平台
上，习近平主席夫妇、米佐塔基斯总理
夫妇以及米拉皮蒂斯和他的同事，正在
进行一场轻松愉快又充满真情的交流。

“尊敬的习主席，有幸再一次见到
您，而且是这么近距离地与您交流！”比
港商务部经理塔索斯·瓦姆瓦基季斯激
动地说。他曾作为比港明星员工参加
了 2017年 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开幕
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演讲。

“我非常高兴成为中远海运大家庭
的一员。中国同事待我们就像兄弟姐
妹一样，在这里工作我非常舒心。”在这
位员工眼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
贸合作，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

兴建于公元前 400 多年前的比雷
埃夫斯港，见证过古希腊文明的鼎盛辉
煌，也目睹了这一古老国度所遭遇的困
苦危机。2009 年年底，希腊爆发主权
债务危机，千年比港遭受巨额亏损：集
装箱堆场杂乱，靠港船舶压港，港口门
口卡车堵塞长达 5公里，绝大部分船东
弃港而去。

改善港口基础设施条件，提升码头
作业效率，引入现代化管理体系……
2010 年中国公司正式参与比港运营，
给港口注入蓬勃生机。如今，比港的全
球排名已从 2010 年的第 93 位提升到
第 32位，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港口，对

希腊的直接经济贡献超过 6亿欧元，创
造就业岗位 1万多个。

毕业于英国布莱顿大学的帕特里
夏·吉 古 2012 年 加 入 中 远 海 运 大 家
庭，在比港开始了职业新生涯。她从
普通出纳做起，如今，已是比港汽车码
头部助理经理。

吉古对习近平主席说：“我很高兴
公司推出了很多人性化的措施，让我
们员工很有获得感。”

行政部经理尼古拉斯·帕特马尼
迪斯接过话来，向习近平主席讲起公
司最近推行的股权激励计划。“我对公
司这一创新理念感到高兴。中远海运
比港项目进入了新时代。”

帕特马尼迪斯向习近平主席表露
了大家的心迹：“中远海运接管之前，
大家都对比港的发展前景非常担忧。
如今，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感觉
踏实了，因为我们有可靠的劳动协议，
有可观的薪酬。”

米拉皮蒂斯告诉习近平主席，自
己 9 岁半的儿子是中远海运比港公司
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2010年在中远
海运全面接管比港 2 号、3 号集装箱码
头营运权那一年，米拉皮蒂斯成为“中
远海运大家庭”一员，入职 3个月后，小
米拉皮蒂斯呱呱坠地。

当时正是希腊债务危机汹涌之时，
其他公司纷纷减员降薪，但中国公司始
终信守承诺，向希方员工足额发放工
资。“当我的国家遭遇巨大危机，中国公
司为我提供了财务保障，让我可以保持
体面的生活。”米拉皮蒂斯说道。

听了希腊员工的讲述，习近平主席
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来到比港，亲
眼看到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中国倡议
的‘一带一路’不是口号和传说，而是成
功的实践和精彩的现实。‘一带一路’倡
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不是一家说了
算，而是大家共担责任，共享成果。你
们做出的业绩令人欣慰，这里未来发展

前景可期。我相信比雷埃夫斯港的前
景不可限量，合作成果一定会不断惠及
两国及地区人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
活幸福。”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赢得在场人们
的热烈掌声。

米佐塔基斯总理表示：“比雷埃夫
斯港的成功正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最
佳典范。我们愿同中方携手努力，把
这个互惠互利的项目继续向前推进。
相信习主席下次再来访问时，这里将
再焕新颜。”

习近平主席回应道：“希望未来的
规划尽早实现。”

临别时，习近平主席夫妇、米佐塔
基斯夫妇同港口员工们合影留念。大
家热烈欢呼，争着同习主席握手。

希腊海运部部长的一句话，说出
了比港员工的心声：“习主席，从您身
上我们看到了朋友应有的样子！”

（新华社雅典 11月 11日电）

习近平习近平 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
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2019.11.10—11.15 访出

“习主席，从您身上我们看到了朋友应有的样子”

习近平出席
希腊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习近平会见希腊前总理

据新华社雅典11月 11日电 当地时间
11月11日晚，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和夫
人在总统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举行隆重欢迎宴会。

宴会开始，乐队奏中国、希腊两国国歌。
帕夫洛普洛斯发表致辞，代表希腊政府

和希腊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他
表示，希中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希方相信，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
生冲突、制造隔阂，而是交流互鉴、和谐共
存，共同致力于人类和平与进步。在这方
面，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榜样。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
机制把希中、欧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
主席的访问掀开了希中友好关系新篇章。

希方期待与中方加强交流合作。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希腊是西方文明

发祥地，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
影响。中希建交47年来，双方一贯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

习近平指出，伟大的希腊人民孕育了奥
林匹克运动，发展中希关系同样需要坚持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希望
双方以务实合作和文明对话“双轮”驱动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世界和平、共同繁
荣作出新贡献。

两国元首夫妇还一同欣赏了希腊少儿
合唱团演唱的希中两国歌曲。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等出席宴会。

新华社雅典 11 月 12 日电 当
地时间 11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雅典会见希腊前总理齐普拉
斯。

习近平高度赞赏齐普拉斯担任
希腊总理期间为推动中希友好合作
所作的努力。习近平指出，国与国
交往既要讲利，更要重义。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中方始终坚定支持
希腊政府和人民应对金融危机影
响，坚定推进两国务实合作。我高
兴地看到，希腊经济已经走出了困
难，实现恢复增长，中希合作也取得
重要成果，特别是比雷埃夫斯港项
目 又 有 了 新 进 展 ，实 现 了 互 利 共
赢。相信中希共建“一带一路”，将
助力希腊实现建成区域交通物流枢
纽地位的目标，有力带动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两国未来合作前景
将更加宽广。希望你和你领导的政
党继续支持中希关系发展。

齐普拉斯表示，我担任希腊总
理期间，正值希腊处于债务危机困
难时期。中国施以援手，帮助希腊
走出危机。患难见真情。希腊人
民对中国的宝贵帮助铭记在心，心
存感激，把中国人民视为真正的朋
友。希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很高兴看到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合作
不断取得积极成果。我和我领导
的政党将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
交流，继续积极促进希中、欧中关
系的发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等参加
会见。

当地时间1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陪同下，共同参观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
项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雅典 11 月 12 日电 （记者
郝薇薇 黄尹甲子）当地时间 11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希
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妇陪同下，参观
雅典卫城博物馆。

地中海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
入展厅，一座座古希腊神话人物和建筑
雕像栩栩如生，展示着美和力量，诉说着
希腊古典艺术的灿烂辉煌，令人仿佛徜
徉于历史长河里，沉醉在文明画卷中。

两国元首夫妇认真听取讲解。习近
平不时详细询问，驻足欣赏。兴致所至，
帕夫洛普洛斯亲自介绍。

习近平说，古希腊建筑和雕塑成
就是西方文明的瑰宝和杰出代表。中
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的代表，虽然艺
术表现形式与希腊不同，但也有许多
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希两国
都拥有大量文化遗产，双方可以在修
复和保护重要文化历史遗产方面加强
合作。由于历史原因，中希两国都有
大量珍贵文物迄今仍然流失海外，双
方可以加强合作，使这些文物能够尽
早回到自己的祖国。

习近平强调，今天的参观给我留下
了美好难忘的印象，使我加深了对古希
腊文明的了解，感受到历史的震撼，也进
一步认识到中希作为两大古老文明之间
的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再次感谢总统
先生以及希腊政府和人民对我的盛情款
待。这次对希腊的访问，我感触良多，一
言难尽。我们一道回味历史，以古鉴今，
展望未来，决定中希要更加紧密地携手
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双方尤其要加强
人文交流，倡导文明对话，为推动不同文
明和国家包容互鉴、和谐共处，为促进世
界和平繁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应有的贡献。

帕夫洛普洛斯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希腊的访问开启了希中关
系的新篇章。这两天，我同习近平主席的对话交流深入融洽，心灵
相通。希中两国都有着深厚的文明积淀，古老、灿烂、伟大的文明
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您给予希腊文明应有的理解和
尊重，将希腊视为东西方文明沟通的桥梁，我代表希腊人民衷心感
谢您。希腊十分尊敬悠久的中华文明，钦佩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
赞赏中国在国际上奉行崇高的道义标准。如果世界各国都秉持这
样的理念，人类前进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
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希中两国要加强交流合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
近
平
和
希
腊
总
统
共
同
参
观

雅
典
卫
城
博
物
馆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樊霞 通讯员 刘倩）
在这个寒意乍现的初冬时节，有关群众
住房的好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记者 11
月 12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省财政已下
拨超过 50亿元的财政资金支持全省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时，郑州市获得 8
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用于发展租赁住房
市场，让更多的人住有所居，享受温暖
和幸福。

中央和省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
金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45 亿元，规
模居全国首位。“此次有 9亿元财政补
助资金要与市县安排的资金统筹使
用，支持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改造、设备购置等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说。

另一个好消息是郑州市成功入选

国家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示范城市，3
年将获 24 亿元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2019 年度 8 亿元财政奖补资金日前
已到位。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2019 年初，财政部、住建部组织
开展了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
展试点申报工作，北京、长春、上海、南
京、杭州、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
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重庆、成都
等 16个城市，成功入选 2019年中央财
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入围城
市名单。

据了解，中央财政对确定的示范
城市给予奖补资金支持，试点示范期
为 3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标准按城
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 10 亿

元，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每年 8 亿
元，地级城市每年 6亿元。

这一政策利好是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决策部
署的具体体现。

“从中央财政支持 16城市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来看，有利于加快建设住房
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改善租赁住
房消费环境，对全国其他城市发挥典型
示范、导向引领作用。”河南省社科院城
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建国说，整个试
点工作通过构建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
体制机制，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房源，
促进专业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意在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真正达到“房
住不炒”的目的。 ③9

本报讯（记者 卢松）11 月 12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近
日下达专项资金9.4亿元，用于支持
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改
造，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
板，让更多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的养老服务。

我省是人口大省，也是老龄化
省份，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65岁
以上老年人增加到1019万，老年人
口抚养比超过15%，养老服务需求
旺盛。

按照规划，今年起，我省将用3
年时间全面完成1万个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提质。老旧小区改造不光要

“好看”，关键要“好住”。针对城镇
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居民老龄化突
出、老年人口占比较大、养老服务设

施缺失严重等问题，我省专门将加
强养老设施建设和改造作为全省老
旧小区改造提质的重点内容。在我
省今年下达的 60亿元老旧小区专
项资金中，有9.4亿元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新建、改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以及运营管理等，加快提升我省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据了解，2018年年底以来，我
省先后下拨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1
亿元、省级彩票公益金 3.5 亿元和
省级高成长服务业专项引导资金
3000 万元，用于支持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今年开始，我省将统筹省
级各类财政资金，对城镇社区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支持力度。今
年年底，全省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将达2400多个。③9

近 60亿元财政资金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房住不炒 住得更好
我省9亿多元
为老旧小区配养老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