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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记者安蓓、王贤、魏
一骏、何宗渝)滚滚长江水，孕育了绵延数千年的
中华文明，见证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和永续发展
的伟大征程。

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
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新时
代中国擘画发展新坐标———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度”“使长江
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

新时代航道上，长江经济带发展

方向更明确、路径更清晰

入暑后，一辆辆满载游客的大巴开进浙江丽
水遂昌县茶树坪村。尽管距离县城 50 多公里，但
这个海拔超过 1000 米的小山村，因其良好生态吸
引了大量游客。

曾几何时，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环境，微薄的
收入却让茶树坪村村民愁眉不展：“绿水青山是有
了，怎么才能变成金山银山？”

后山 3万亩杜鹃花打开了大家的思路：开农家
乐、办“杜鹃花节”、种植生态稻米……“去年全村旅
游综合收入 1600 多万元，人均收入将近 15000 元，
比原来翻了三倍。”茶树坪村党支部书记黄久富说。

茶树坪村，是丽水市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缩影。在对生态
的坚守中， 这个曾经的“后发地区”实现生态环
境指数连续 14 年浙江省第一；去年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8072 元，同比增长 9 . 8%，增速
连续 9 年领跑全省。

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生态保护中
实现经济发展———

这是时代摆在中华民族母亲河面前的新课题。
千百年来，长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

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构成独有的
自然生态屏障；

改革开放 40 年，沿江省份经济快速增长，以
约 20% 的国土面积支撑起超过全国 45% 的经济
总量、涵养了 40% 以上的中国人口。一条横贯东
中西、辐射南北方的经济增长带迅速崛起。

然而，经过长期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面
临一系列瓶颈制约和矛盾挑战：

下游是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中上游还有
三峡库区、中部蓄滞洪区和 7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脱贫攻坚任务繁重；

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长江生物完整性指
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
大，污染物排放基数高，岸线、港口乱占滥用，流域
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如同广袤中国的缩影，困扰长江的问题，也代
表着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的瓶颈制约；推进长江经
济带发展“突围”，将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探索一条路径。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 4 月 26 日，武汉，习近平总书记为新
航程上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开出药方。

这是继 2016 年 1 月在长江上游重庆召开座
谈会后，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二次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从推动到深入推动、从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到
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方向、目标、思路
更加清晰———

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
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

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

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
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

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
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
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把脉问诊、开方施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吴晓华说，为新时代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擘画了实践路径。

理念转变中，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两大“考题”正同步作答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不是就不要发展？
追赶发展阶段，“环境代价还是得付”，是不

是唯一答案？
环境治理修复，投入资金多、难度大，见效

却没那么明显，是不是就不做了？
改变发展路径，先要转变发展理念。
楚源集团下属子公司湖北华丽染料工业有

限公司门口，一块电子屏上显示着化学需氧量、
氨氮、pH 值等废水检测项目实测值，向社会亮
出坚决治污、排放达标的决心。

2016 年，因向长江偷排污水等问题，楚源
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被环保部门处以高达 2700
万元的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单。此后，上市
计划泡汤、长时间停产整顿……企业陷入创建
30 多年来的最大困境。

停产整顿期间，楚源集团投入上亿元购买
先进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扩建污水处理厂；并
于复产后针对问题持续整改。“化不利因素为有
利因素，让环保成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楚源集团董事长杨鹏说。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仅是可

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重大原则；

生态环境保护，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
和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涵和关键标准。

“要实现生态产品所蕴含的巨大价值，首先
要从理念上正确把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光保护不发展是缘木求鱼，而光发展不
保护是竭泽而渔。实际上，发展和保护是辩证统
一、相互促进的。”丽水市遂昌县县长沈世山说。

承载着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一系列扎实
有效的行动相继落地———

湖北宜昌，一场力破“化工围江”的自我革
命正在推进，这个工业大市计划到 2020 年陆
续关、转、搬 134 家化工企业，实现沿江 1 公里
范围内化工企业全部“清零”；

江西省将非法码头整治成效纳入市县高
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明确 2020 年底前将全部
完成赣江、信江高等级航道和鄱阳湖沿岸的非
法码头整治工作；

贵州和重庆协同推进长江上游流域生态

保护与生态修复，推进乌江等跨境流域共建共保，
加强沿江涉磷工矿企业污染治理；

三峡集团开展长江经济带城镇污水治理试点，
试点城市九江、岳阳、宜昌等首期项目开工建设；

累计拆除 1254 座非法码头并进行生态复绿，
全面完成非法码头整治；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面积共 55 . 38 万平方
公里，约占长江经济带国土面积的 27% ……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系列“断腕”“布
新”之举给长江带来新气象———

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优良(I 类至Ⅲ类)水
质比例为 74%，比 2017年提高 0 .1个百分点；劣 V
类水质比例为 2 . 4%，比 2017 年下降 0 . 6 个百分
点。

生态好转的同时，经济发展的步伐更加强劲。
两年多来，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经济增速总体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一季度，全国有 8 个省份经
济增速超过 8%，贵州、云南、江西、四川、安徽、湖
南等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占有 6 席。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并不矛
盾。”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经济
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人与自然和谐
是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深刻变革中，一条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必将越拓越宽

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发源于云南境内，流经
贵州，在四川境内汇入长江，是国内唯一一条未被
开发的长江支流，生态价值弥足珍贵。

今年 2 月，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签署协议，按
照 1：5：4 共同出资 2 亿元设立赤水河流域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分配比例为 3：4：3。为三省
共同守护一江清水建立了机制保障。

6300 公里的长江，奔流不息的长江水，涵养
着上中下游十余个省区市，连接着水、路、港、岸、
产、城等多方面。

但鲜明的行政区域经济特征，制约整个流域
协调发展：下游生态依赖于上游保护，但上游生态
投入和产业错配在财力上如何平衡？“九龙治水”
效率低下、难成合力，怎样“破题”？产业结构同质
化严重，能否解决？

问题导向，制度先行。在长江经济带发展顶
层、中层设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近期一系列制度
设计向“深水区”发力———

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
制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沿江各省省内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正研究建立；

长江经济带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征求沿江省
市和相关部门意见，正在抓紧修改完善；

在浙江、江西、贵州、青海等地开展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加快推进长江保护法立法进程……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强化利益共识，沿

江省市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完善———
下游，《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聚

焦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明确 30 多项重点合作
事项，2018 年度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工作计
划和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同步推出；

中游，赣湘鄂三省政府签署宣言，合力抓好湖
泊湿地管理保护、生态修复和科学利用；

上游，四川、重庆联合签署深化合作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和 12个专项合作协议……

“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等领域的突破，将让长江经济带成为真正的有机
主体。”吴晓华说。

以大改革带大开放，以大开放促大改革。
今年年初，连接重庆和浙江宁波的渝甬铁海联

运班列开通，全程运行时间仅需 57 个小时，而此前
沿水路运送货物到长三角至少要半个月以上。

通过与中欧班列有机连接，渝甬班列成为长
江上游以铁铁联运方式向东连接出海口、向西直
抵欧洲的一条新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黄金水道联通“一带一路”，上海、浙江、湖北、
重庆、四川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持续推进，为全面
开放新格局不断注入新动力；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调推进，城乡二元
结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消除；

传统动能加快升级、新动能不断成长……
这是一场攻坚战，突破利益藩篱、构建长效机

制，激发内生动力、培育创新活力，长江经济带发
展在攻坚破障中引擎越来越强；

这是一场持久战，既要做好顶层设计，一张蓝
图干到底；又要坚守“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坚
持“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长江经济带发展稳扎
稳打、步步推进。

踏上发展新航程，中华民族母亲河，必将焕然
一新，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擘画新时代中国发展新坐标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述评

■开栏的话

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

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擘画发展

新坐标———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

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从即日起开设“大江奔流——— 来

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栏目，集中推出一批

稿件，全媒体、多维度描绘长江新气象、讲述

长江新故事、探寻长江新变化，全景展现在

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长江经济带正在进行

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实践。《擘画新时代

中国发展新坐标———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述评》为开栏之作。

生态搬迁 搬出来的幸福生活
长江源村变迁见闻

新华社西宁 7 月 20 日电(记者马千里、骆晓
飞、赵雅芳)草原管护员闹布桑周，搬离长江源头
已 10 多年，“人搬下来了，心还在山上。”

“经常回山上看看，每次回去都要在沱沱河边
静静地待一会儿。”抿一口酥油茶，闹布桑周口中
有关“山上”的故事像流水一样舒畅、自然而真切。

“山上是我们昔日的家园，也是长江的源头。
我们搬下来十几年，山上的草长得好了，水也更干
净了。我们的搬迁是值得的。”闹布桑周说。

闹布桑周说的“山上”，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

方——— 唐古拉山镇，今年 44 岁的他，30 岁以前都
在那里度过。

唐古拉山镇是长江源头所在。由于高寒缺氧，
气候恶劣，受超载放牧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生
态曾经退化。过去，这里的牧民群众生活艰苦。

2004 年 11 月，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
策，包括闹布桑周一家在内的长江源头 7 个村
128 户牧民，离开了世代生活的草原，搬迁到了青
海省格尔木市郊，从此，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新
家园——— 长江源村。

如今，走进长江源村藏式风格的大门，干净宽
阔的村道、红顶白墙的院落映入眼帘。在村里的广
场上，村民们时常围在一起谈天说笑，非常热闹。

“取名长江源村，既有来自长江源头的意思，
也寓饮水思源之意。”长江源村驻村第一书记秦大

云介绍，目前，长江源村共有 245 户、568 名村
民。

65 岁的长江源村的老支书更尕南杰是当
年响应搬迁的第一人。他在长江源头过了大半
辈子的游牧生活，目睹了过度放牧带来的草原
退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困难生活，也亲身见证了
搬迁后城市便利的交通、医疗、教育条件给牧民
生活带来的变化。说起 10 多年前的“背井离
乡”，他不但不后悔，反倒非常欣慰。

更尕南杰介绍，过去在山上时，一家人一年
四季都住在帐篷里，靠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人
均收入不到 2000 元。搬迁下来后，政府不仅通
过开展培训推动劳务输出、发展汽车维修和藏
族服饰加工等后续产业，而且实施草原奖补以
及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等政策，家家都有稳定可

观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草原上鼠害少了，野驴、野马

等野生动物多了，河道里也几乎看不到垃圾了，
以前干涸的小河里又有水了。”更尕南杰说，和
以前相比，看病、孩子上学都很方便，尤其是孩
子上学条件的改善，直接影响了一代人。

2011 年，闹布桑周夫妻先后成为草原管护
员，负责捡拾长江源头垃圾、巡查草原鼠害、火
情，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回到”故乡。他们每
次从“山上”回来，都要把“山上”的故事、草原的
变化讲给孩子们听。

闹布桑周说，给孩子们讲山里的故事，就是
要告诉他们长江源头的变化，以后我们的子女
也要继续保护那片土地、保护长江。

46 岁的仁青措今年 5 月新开了一家超市，

她给这个超市取名“格拉丹东综合超市”，因为搬迁
之前，她从家里就可以看到长江的发源地格拉丹东
山峰。这个经营藏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超市，开业
仅两个月，就给她带来了 1万余元的收入。

“拿我们家来说，国家的草场补贴一年有 3 . 6
万元，当草原管护员有一年有 2 . 1 万元的工资收
入，加上超市收入，生活越来越好。”仁青措说，大
家手上都宽裕，村里的生意也好做。

秦大云介绍，长江源村现有 172 名草原管护
员、23 名湿地管护员，每个月工资都是 1800 元。
此外，全村外出务工的有 75 人，加上从事运输、汽
车修理的人，长江源村现在可以说“家家有产业”。
2017 年，长江源村人均收入已经突破 2 万元。

长江源村的变迁，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实践的
一个缩影。自 2005 年启动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工程以来，国家在这一地区投入的生态保护
和建设资金累计超过了 180 亿元。而随着生态保
护项目的实施，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稳步
恢复趋势。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的长江、黄
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优良，经絮凝、沉淀、过滤
等常规净化处理即可供生活饮用；2017 年，这一地
区向下游输送水量超过 600 亿立方米。

上图：这是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拍摄的成都科学城楼宇（2017 年 4 月 22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下图：空中俯瞰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云和湖旅游景区（5 月 31 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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