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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脚下，妫水河畔。2019年中
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即将拉开大幕，
人与自然在这里精彩相遇，中国与世界
在这里交互。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是本次世
园会的主题，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不懈追
求——

为了建设一个富饶而美丽的中国、
给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好风光，亿
万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引领下，秉持新发展理念，凝
心聚力，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成为
共建全球生态文明的重要力量。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站在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高度，久久为功，走
出一条绿色发展新路

继1999年昆明世园会后，国际最
高级别的园艺博览会再次来到中国
——28日，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正
式开幕，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共赴
这场“绿色之约”。

2014年6月，国际展览局第155次
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168个成员国一
致表决认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

从当年的山脊贫地到如今的万花
之园，巍巍海陀山见证了北京世园会园
区的成长。

功勋树、望海台、临源廊……北京
世园会园区河北园内，象征塞罕坝林
海、望海楼、简易窝棚的多项设计引人
驻足。

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到
“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坚持几十年如
一日植树造林的塞罕坝林场，在大地上
留下了一片绿色的美丽印记。

塞罕坝再向西，深入到内陆，人们
不懈追求绿色的故事同样感人。

八步沙，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是
甘肃省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30多年
前，沙魔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吞噬着这
里的农田和村庄。

“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郭朝
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
等6位老汉卷起铺盖住进沙窝，决心要
在这沙海里造出绿洲。

老汉走了，儿子来了……子承父
志、世代相传。如今在八步沙林场管护
区内，林草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不足
3%提高到70%以上，建成一条南北长
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绿色长廊。

一抹抹绿意覆盖了黄沙，一片片林
草改变着生态环境。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
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
期盼。

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0周
年。40年来，我国森林面积、森林蓄积
分别增长一倍左右，森林覆盖率已增至
21.66%，还造出了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森
林——人工林，保存面积达0.69亿公顷。

不久前，美国航天局的卫星数据显
示，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
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贡献
比例居全球首位。在全球森林资源持
续减少的背景下，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
量持续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的国家。

“美国航天局的数据和我国开展的
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基本吻合，反映了中
国为全球植被增长作出的巨大贡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说。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并且首次提出把“美丽中
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
平总书记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告诉人们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4月8日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绿
心城市森林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和首都
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们一起挥锹铲土、
围堰浇水。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
瑞木、碧桃……习近平总书记接连种下
7棵树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
经连续第7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生态文明建设要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加大生态文
明和国土绿化建设力度，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2013年至2018年，全国完成
造林0.4亿公顷，森林面积达2.15亿公
顷；

——国家储备林制度初步建立，建
设和划定国家储备林318万公顷；

——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势头
得到遏制，综合植被盖度超过55.7%；

——启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等
试点，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持续缩减。

……
一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正在中

国大地徐徐展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
推进

峰雄瀑飞的山林景观、丰富多彩的
花园类型……走进北京世园会浙江园，
眼前呈现出一幅“旧境江南山水秀”的
画卷。

“浙江园是浙江的浓缩。”浙江园总
设计师、浙江理工大学风景园林系教授
卢山说，浙江坚定不移地沿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路前行，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正变得越
来越美。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习近平主
席对他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作出全面阐述：“我们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
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从来都不是金山银山的
“拦路虎”，而是“敲门砖”。

作为全国磷化工龙头企业，湖北兴
发集团近两年关停临近长江的22套总
价值12亿元的生产装置，对搬迁腾出
的900多米长江岸线、800多亩土地进
行生态修复。以此为契机，公司淘汰落
后产能，研发新材料产品，近年来业绩
不降反升，去年增长达到30%。

“以前，我们的产品是按吨卖，如今
是按克卖。”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说，

“企业想获新生，就要壮士断腕。”

一个企业是如此，一座城市也是如
此。

江苏徐州，1882年起掘井建矿，最
多时超过250座，采煤塌陷区和采石宕
口，成为这座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疮疤”。

将生态包袱化为生态资源，徐州对
成片的采煤塌陷区、工矿废弃地和采石
宕口实施生态修复。往日“一城煤灰半
城土”的徐州，如今尽展“一城青山半城
湖”风采。

目前，徐州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200多个，大中型工业及规模以上高
新企业研发机构达700多家。绿色发
展成为徐州走出资源困局的新动能。
前不久，徐州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联
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特别代表姆西西
评价道：“徐州根据时代和环境不断调
整、改变、适应的韧性，正是近年来我们
大力提倡的一种城市发展能力。”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正
越来越绿——

能源结构方面，煤炭消费量占能源
消费总量比例降至59%，天然气、水电、
核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升至22.1%；
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工业排放方面，1万多家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全部安装在线监控，企业排放
达标率大幅度提升；各地整治“散乱污”
企业，为优质企业腾挪出更多发展空间。

居民生活方面，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试点城市增加到35个，2018年新
完成“煤改气”“煤改电”改造480万户；
全国新增一批污水管网和处理系统，城
市黑臭水体逐步变清变“靓”。

“凡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
行好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不会因
生态环保而迟滞，反而更具活力、质量
更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说。

2017年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
表新年贺词时指出：“每条河流要有‘河
长’了”。

将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河长制、湖长制为破
解中国的水问题注入新活力。

到2018年，全国共明确省市县乡
四级河长30多万名、四级湖长2.4万
名，设立村级河长93万多名、村级湖长
3.3万名。百万河长、湖长“上岗”，河湖
健康有了守护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相
继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
改革方案。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等制度出台实施；

——国家公园体制、生态环境监测
数据质量管理、排污许可、河（湖）长制、
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环境治理制度加快
推进。

山水不言，自成风景。在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版图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景越来越多。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
的共同梦想——携手同
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之路

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绿色发
展，没有人是旁观者。

一有空，马房村村民徐明就从县城
回村里转悠。“舍不得！”在村里生活了
几十年，他做梦都惦记着这里。

马房村在云南省澄江县的抚仙湖
畔。抚仙湖，这个美丽的高原明珠是全
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一度，矿山开
采、机动船捕鱼、农业面源污染，让这潭
清水面临水质恶化风险。

为了让出生态空间，2万多人要从
世代生活的湖边陆续搬走。如今，徐明
的老房子已变成湖滨湿地，只有他亲手
栽下的那丛翠竹依然挺拔。“看到竹子，
就知道家在那里。”他说。

亿万中国人，正在用行动刻画出自
己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的绿色足迹。

2016年9月3日，西子湖畔，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召开前夕。

杭州西湖国宾馆如意厅，蓝色背景
板上用中英文写着“从巴黎到杭州 应
对气候变化在行动”。习近平主席亲手
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国批准文书，
递交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手中。

“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份
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率先签署了
《巴黎协定》。中国向联合国交存批准
文书是中国政府作出的新的庄严承
诺。”习近平主席说。

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2018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发出号召：“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
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

这是中国人身体力行的绿色实践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广泛
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
绿色社区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出行……

中国这种执着的绿色追求，越来越
被世界关注。

在曾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库布其
沙漠，原本黄沙漫漫的恩格贝成了生态
示范区，绿林萦绕、流水潺潺，一片片苜
蓿散布其间，136座温室里种着各种瓜
果蔬菜。原本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如
今成了沙漠旅游景区。

2017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召开，库布其防沙治沙实践被
写入各国代表共同起草的《鄂尔多斯宣
言》。如今，在尼日利亚、摩洛哥等国，
中国人正在将防沙治沙经验传播出去。

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
际联盟，连续多年开办防沙治沙国际培
训班，帮助非洲等地发展清洁能源……
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正在传播到更多
地方。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人民创造良
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
贡献”。党的十九大发出新的绿色发展
号令。

今天，世界的绿色发展智慧将在这
里交汇碰撞。北京世园会，将奏响一曲
人与自然交流对话的绿色乐章——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人们
能够观赏到各国独具风情的园林园艺，
欣赏到各国各民族的精彩文化表演。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
姆·布莱尔克里夫说：“举办世园会不仅
能让游客欣赏到美丽的花园，更体现了
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追求绿色生
活方式的意愿。”

“长城脚下的世园会”，将再次向世
人昭示中国人民建设美丽家园、美丽中
国、美丽世界的决心和信心，与世界分
享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中国方案，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不懈
努力。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建设美丽中国 共筑绿色家园
——写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李斌 董峻 高敬 孔祥鑫

●27日，为进一步加强川渝两地在支柱产业、交通、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等
方面的协同发展，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与九三学社重庆市委签订“川渝合作”协
议。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黄润秋，九三学社重庆市委主委、副市长屈谦
出席签约仪式。 （记者 王翔）

政务简报

“打竹板，笑开颜，党风廉政记心间，唱廉政，颂清风，歌颂正气树新风……”4
月27日上午，南岸区弹子石老街的王家大院古戏台上，举行了一台精彩的廉政
故事会，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蕴含着做人做事的道理，该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
动廉政文化建设。

在现场，台上精彩的节目陆续上演。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广阳故事大王杜志
榜为游客讲述了沈县令断案的故事，诗朗诵、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引来观
众阵阵掌声。

据悉，这是南岸区纪委监委首次尝试把廉政故事宣讲点从传统的机关、学
校、村社搬到了旅游景点，让市民在休闲旅游之时也能浸润勤廉、感受清风。

记者 颜安 摄影报道

廉政故事会开进景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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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4月
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
日前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下发决定，
授予30位同志第23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我市有两人获此殊荣，分别
是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三支队支队
长田丰、重庆市巫山县当阳乡党政办
主任严克美。

我市两人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25
至27日，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
贤来渝调研大城市养老服务和基层社
区治理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
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参加调研。

黄树贤一行走访了永川区高敬鸿
宏耀养老服务中心、区社会福利中心、
临江镇隆顺村久述乡贤评理堂，重医
附一院青杠老年养护中心，九龙坡区
渝州路街道一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渝
中区上清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南岸
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心、南湖社区，龙湖
集团椿山万树新壹城颐年公寓等地进
行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城市养老和基
层社区治理等工作情况。

座谈会上，在听取有关单位关于
大城市养老服务和基层社区治理工作
的汇报后，黄树贤充分肯定了重庆民
政事业发展成果，认为在重庆市委、市
政府的重视领导下，重庆养老服务有
声有色，社区治理经验突出，部门联动
机制顺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黄树贤指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和大城市养老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民政部
门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
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
念，推动重庆各项民政事业走在前列，
全面开创新时代民政工作新局面。

黄树贤强调，要充分认识养老问
题的严峻性、复杂性、紧迫性，加快建
立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发展培育养老服务企业，打造专
业养老服务队伍，培养塑造养老服务
典型，建立健全领导体制机制，形成新
时代发展养老服务的合力。要把社区
治理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强党建引
领下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党
群服务中心，大力发展社工和志愿服
务组织，深化社区减负增效，为社区发
展创造更加有利的良好环境。要按照
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切实发挥民政在

“两不愁三保障”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进一步加强基层民政能力建设。

市领导潘毅琴、徐代银陪同调研
或参加座谈。

黄树贤来渝调研时指出

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做好大城市养老服务和社区治理工作

唐良智参加调研

本报北京电 （首席记者 陈
钧 记者 吴刚）4月25日-27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赴北京参
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以及随后举行的高级别会
议，并分别在25日举行的新闻吹风会
重庆专场、地方合作分论坛上介绍了
重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吴存荣在介绍重庆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情况时说，重庆是中国西部
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肩负着在推
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
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发挥示范作用的重要使命。重庆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加强与沿线国
家和地区全方位合作，在建设出海出
境大通道、健全开放平台体系、推进
口岸大通关、创新贸易业态、推动国
际产能合作、开展多元化交流等方面
取得一系列成效。未来重庆将继续
努力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积极发挥
好带动作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一
起，共同谱写共建共享、互利共赢新
篇章。

在京期间，吴存荣还出席了市政
府与光大集团绿色基金项目《合作备
忘录》签字活动，以及埃塞俄比亚航空
集团与重庆市合作开通定期货运航线
签约活动。

吴存荣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介绍重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