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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测量仪”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千年大计。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总体上看，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相对滞后，一些地
方片面追求GDP增速、发展方式粗放、生
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仍未有效解决。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需要“一把
尺子”来衡量。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
我国将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
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
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是
年度评价工作的两个组成部分。其中，
绿色发展指数采用资源利用、环境治理、
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
活6个方面的55项评价指标计算生成，
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绿色发展成果。

“官方公布一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指
数，这在中国是首次，在全世界各国也是
领先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晓西说，这
一指数是实现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有力
措施，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等重点任务，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生态文明建设好不好，群众满不满
意至关重要。此次年度评价设置了“公
众满意程度”这个主观指标，通过组织抽
样调查来了解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
度，突出反映公众的“获得感”。

“这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
念，强调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于引导
地方党委和政府把绿色惠民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勇进说。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

此次发布的年度评价结果不仅包括
2016年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还公布了
构成该指数的6项分类指数。纷繁的数
据背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
指向清晰可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平衡——
从分类数据来看，反映主要污染物、

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治理以及
污染治理投资等情况的“环境治理指
数”，排名前三的地区为北京、河北、上
海。

反映大气、水、土壤和海洋环境质量
状况的“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前三的地
区为海南、西藏、福建。

反映绿色生活方式转变以及生活环
境改善的“绿色生活指数”，排名前三的
地区为北京、上海、江苏。

根据分类指数计算的绿色发展指数
显示，排名前三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福
建、浙江，而新疆、西藏、宁夏排名靠后。

“排名靠前的省份有各自存在的‘短
板’，靠后的省份也有部分领先的指标，
需要扬长补短。”李晓西说，指数的比较
研究能够正确指出绿色发展的着力点，
为决策者评价政策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这是“从让我干到我会干”的一个重要指
南。

推进环境治理打好持久战——
此次公布的结果显示，有些地区的

环境治理指数很高，但环境质量指数却
很低。例如，北京和河北是环境治理指

数排名前两名的地区，环境质量指数排
名却为倒数第四和倒数第二。

专家分析，治理指数重点反映地方
政府在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方面开展的
工作；而质量指数重点反映大气、水、土
壤和海洋的环境质量状况，既与当地的
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也与当地
的气候、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等因素有
关。

“环境质量的恶化不是一朝一夕造
成的，环境质量的改善也需要一个长期
的治理和扭转过程，必须从调整经济结
构、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严控环境污染等
多角度共同发力，不断推进。”国家发改
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获得
感”——

数据显示，2016年，公众满意程度排
名前三位的地区分别为西藏、贵州、海南，
而满意程度较低的是河北、北京、天津。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绿色发展
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排名的落差较大。
例如，北京、上海分别为绿色发展指数排
名第一和第四，其公众满意程度排名为
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九。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

绿色发展指数，不仅是督促和引导
各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
更是推动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

——用好评价考核“指挥棒”，引导
各地补齐发展短板。

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的年
度评价，都将纳入到五年一次的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考核中，作为党政领导综合

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要摒弃‘唯GDP论英雄’的发展

观、政绩观。”宁吉喆说，完善经济社会发
展考核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对于需要改
进和提高的领域深入总结、分析研究，提
出有针对性地解决措施并加以落实，从
而补齐绿色发展短板。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

绿色发展指数及其指标导向，不论
是对企业发展，还是对社会和公众生活
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引导力。

李晓西认为，绿色发展指数超越传统
的投资环境评价，为投资者全面衡量投资
项目的收益提供了更高和更全面的视
角。同时，把绿色产品、绿色出行、绿色建
筑、公共绿地等纳入指标体系，可以直接
引导公众关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统
计体系。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与
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统计体系尤为关
键，此次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数无疑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盛来运说，现
有指标体系反映经济建设方面的指标偏
多，反映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指标少，要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增加
完善相关指标体系。此外，要按照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增加反映产业、行业、地区等各方面
结构协调性指标、质量效益指标和新动
能发展指标。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衡量地方发展
官员政绩
新“风向标”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
26日，贵州省黔南州来渝举办“生
态之州·幸福黔南”2017黔南州冬
季度假旅游主题推介会，主推世界
上口径最大的“中国天眼”。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
省中南部，旅游资源丰富，融山石洞林
水于一体，拥有世界级、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32处，如世界上口径最大的球面
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荔波世界自
然遗产地、邓恩铭故居、红军“突破乌
江”战斗遗址等。

这个冬季，该州围绕“天文科
普、世遗风光、温泉康养、民族文化、
乡村度假、特色美食”六个主题，以
平塘大射电景区为核心，以世界最
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为重
点，推出了“科技黔南”天文科普游；
以荔波漳江景区、茂兰原始森林为

核心，以荔波梅花节、罗甸红水河野
钓等主题活动为特色，推出了“美丽
黔南”世遗地风光游等，盛邀重庆市
民前去深度游。

推介会上，黔南州都匀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贵定县旅游发展服务中
心、惠水县文化和旅游局与我市多家
旅行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资
源互换、客源互送、市场共享，进一步
深化黔南州与我市的旅游合作。

另外，针对省外游客，贵州省
还推出了冬游特惠大礼包，即日至
2018年 2月 28日，贵州省外游客
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全省
所有 203 家 A 级景区（其中黔南
44家A级景区）执行门票挂牌价
的4折优惠；全省36家温泉企业和
7家滑雪场执行门票挂牌价的7折
优惠。

黔南州来渝举办旅游推介会
主推“中国天眼”

——透视我国首次发布的
绿色发展指数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申铖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记
者 闫子敏）针对近期涉及日本军
事安全领域动向的相关报道，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
行事。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计划引
进F－35B战机并将直升机护卫舰

“出云”号改造为航空母舰。中方对
相关动向有何评论？是否担心亚洲
掀起新一轮军事竞赛？

华春莹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日
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一直受到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

注意到有报道认为，日方要采取的
举措可能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日
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重要法律保障和象征，也
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
诺。”

华春莹说，中方敦促日方坚持
“专守防卫”，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
利于增进地区国家互信和地区和平
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近年来，我们听到日本官员多
次表示，日本是一支和平的力量。
希望日方将有关表态真真切切地落
实到政策和行动中去。”她表示。

外交部发言人：

敦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
慎重行事

新华社西昌 12 月 26 日电（李
国利、李潇帆）12 月 26日 3时 44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
感三十号0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据了解，遥感三十号03组卫星

采用多星组网模式，主要用于开展
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260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号
03组卫星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号03组卫星 新华社发

26日，国家统计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和中
央组织部联合发布《2016年
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
公报》，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
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
满意程度。

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
意程度不仅展示了当年各省

份绿色发展情况，还将纳入五
年一次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考核，考核结果将成为各省份
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
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专家
认为，这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
展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区各部
门树立正确发展观和政绩观
意义重大。

早在1923年，四川省西充县设县
立初级中学，1939年，重庆巴蜀学校为
躲避日军轰炸迁到其创始人王缵绪的
家乡西充县城大佛寺，1950年当地政
府以巴蜀学校为基础，合并了县立中学
和太平镇的私立育英中学，更名为西充
县中学校。

如今，国家级示范高中西充中学已
创立90周年，正朝气蓬勃地走向新的
征程。

科学与人文并重

本着首任校长周勖成先生制定的
“公正诚朴”的校训，着眼于培育人的优

良品质，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
和教育的核心价值，西充中学继承并沿
用巴蜀学校的校训，并赋予了新的内
涵。

90年来，学校始终致力于高扬“公
正诚朴”的风气，坚持人文精神和科学
精神并举，促进学校健康发展。其科学
精神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提炼
出来的校魂，即“求实重效”。“求实重
效”是西充中学一大办学特色。

智商和人格共育

西充中学所倡导的学风是“合作探
究，刻苦专研，善于思考，自主笃行”，要

培养的是有合作热情，有拼搏精神，有
理性意识，有坚定信仰的人；所塑造的
学生理想人格是“文明、知性”，要让所
有的学生都成为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弘
扬者、创造者。

近10年间，学校已向各运动队培
养了4名国家级运动健将、100余名国
家二级以上的运动员，其中3人获得全
国比赛的冠军，1人打破省青运会田径
多项记录。

师德和教艺双馨

学校鼓励教师成名成家，精心打
造学科和道德的响亮品牌。其指导思

想是“优化用人策略，完善培养机制，
实施名师工程，培养后备人才，建设一
支具有真才实学的学习型、学者型的
教师队伍”。

学校不断加强教师的理论素质培
养。鼓励进修，学校每年推荐8名至
10名参加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
习。如今，100%的教师都有合格学
历，近百位教师参加过西南大学、四川
师大等学校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
习。

近几年来，学校教师在全省、全市
的各种教学比赛中获省一等奖6次，
市一等奖5次。目前，在全校400余
名教师中，有特级教师6人，高级教师

120 多人，省教育专家、省学科带头
人、复合型人才人选11人，5人被评为
全国教育劳模、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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