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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记者”海

伦带你感受榜样的力

量，读懂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和使命。扫描二维

码观看相关全媒报道。

“洋记者”带你读懂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新华社记者顾钱江、董建国、陈弘毅

一封寄自闽东寿宁县下党乡的脱贫报喜信让习近平总书
记非常高兴。8 月 4 日，他特地回信祝贺。

“下党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
幸福感、获得感，这生动印证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整整 30 年前，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冒着
酷暑第一次来到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留下“异常艰苦、异
常难忘”的印象。

下党脱贫，只是中国 2020 年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前又
一个小的胜利，但闽东“因地制宜，弱鸟先飞，精准发力，滴水
穿石”的成功实践，揭示了摆脱贫困的中国密码，也描绘出从
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光明前景。

下党之变：中国减贫之路的缩影

青山环抱，碧水奔流，廊桥飞跨，盛夏时节的下党风景如
画，远近各地的游客乘车而来，体验乡村的味道。

眼前这个生机勃勃的生态旅游古村，当年却因偏远封闭，
而被戏称为寿宁“西伯利亚”。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照明电、无
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下党是福建当时唯一的“五
无”乡镇。

30 年前的盛夏，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从寿宁
县城出发来下党，先坐了 3 个小时的车，到上屏峰村公路不通
了，一行人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步行两个多小时，从文昌阁旁
走下，才到了下党乡的下党村。

大山阻隔，是下党乡亲最痛苦的记忆。当地人曾有“三
怕”：一怕看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

道路闭塞带来的不仅是出行难，更有思想观念的封闭落
后。“以前，我们就和井底蛙、笼中鸟一样，看不到天，飞不起

来。”72 岁的下党村村民王光朝说，“路通了，我们才看到了一
个大世界。”

王光朝是不久前代表下党乡亲给总书记写信报喜的 6 名
党员干部群众之一。几年前，进乡公路改造升级，下党通了“小
高速”。看好旅游业商机的王光朝，开了间“幸福茶馆”，年收入
两三万元，今年更有望超过五万元。“我们的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他说。
“目前，全乡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已开通 5 条进乡公路、

10 条通村公路。”下党乡党委书记叶忠强说，“从下党到寿宁
开车大约 50 分钟就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走过的进村小
路，如今变身为观光步道，文昌阁成为游人鸟瞰下党古村的
最佳处。 （下转 2 版）

“下党故事”揭示反贫困中国密码

▲下党村的一座长廊（8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新华社记者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
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
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垃圾分类这件“关
键小事”。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一场践行“新时尚”的垃圾分类，
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

“分类”带来好环境好心情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小庙子村
的各位父老乡亲，请自觉做好垃圾分
类……”一大早，天蒙蒙亮，村民张玉
奎就开着垃圾清运三轮车，开始在村
子里来回转悠。三轮车大喇叭传出的
声音在村里回荡，不时有村民闻声而
出，将分好的垃圾投放在张玉奎的垃
圾清运车里。

这是记者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松山区农村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小庙子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松山区，去年以来，村里开始下大力
气实行垃圾分类。在村口溜达的 70 岁
村民毕雨良对记者说，以前街边破破烂
烂的，全是杂草、废瓶子、烂纸壳，现在
大变样了，“环境好了，出门心情都好。”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
着文明”——— 在全国率先实施垃圾分
类的上海市民，对此感受尤深。

上海市宝山区杨泰公寓 7 月份垃
圾分类相关条例正式落地以来，社区
施行“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垃圾桶变
少了，7 个投放点缩减成 2 个；垃圾桶
摆放时间也变短了，投放点每天早晚
各开放 2 个小时，期间物业现场守候，
桶满即刻运走，防止外溢。
数据显示，7 月份，《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实施首月，湿垃圾日均清
运量为 0 . 82 万吨，比上月增加 15%，
较 2018 年底增加 82%；干垃圾日均清
运量约 1 . 7 万吨，相较 6 月份下降
11 . 7%；可回收物日均清运量则增加
10%至 4400 吨。干垃圾减量、湿垃圾
和可回收物资源化情况不断变好。

垃圾分类这一“新时尚”正从上海
持续向全国扩散。近期，一名导游向来
沪游客背诵垃圾分类的视频走红网络。

“来次上海还能学到垃圾分类的知识，挺好。”来自河北的
游客周启明说。

“分类”有益城乡精治、社区和谐

今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推动习惯养成。并强调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
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如何推动习惯养成，怎么做细做实？对此杨泰公寓的居民
深有体会。

实施垃圾分类后，针对“定时投放”，杨泰公寓的居民曾在
群里展开过热烈讨论：“‘早上 6 点半到 8 点半、晚上 6 点到 8
点’的时间点跟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不符，赶不上扔垃圾怎么
办？”有居民问。

不方便投放的居民，可以打电话登记，居委会酌情提供上
门服务——— 杨泰公寓居委会给出了解决方案。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说：“社区是城市管理体系的基础单
元，也是垃圾的主要产出地。只有以居民为主体，从社区抓起，
垃圾分类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垃圾分类是一项社会治理系统工程，考验城乡精细化管
理的水平。”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认为，做好垃圾分
类，有助于城乡“精治”，也有助于营造亲密和谐的社区氛围。

“分类”已形成前端收集、中端运输、末端

处置完整链条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在全国部分城市，已形成前端收集、中端运输、
末端处置垃圾分类完整链条。

如火如荼开展的垃圾分类，给清洁站也带来了新变化。
“今年以来，清洁站每天接收的垃圾量约下降 10%，原因

主要在于餐厨垃圾和其它垃圾实行了分离。”北京市西城区环
境卫生服务中心二队业务队长王晓东介绍，从小区运来的垃
圾，如果不符合分类要求，清洁站可以拒收。

记者了解到，围绕垃圾末端处置，住建部门正在追加投资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百花齐放”地展开探索。

上海一些小区尝试“湿垃圾不出小区”，居民家的菜叶果
皮通过小型生化装置发酵后，摇身变成“有机肥”，用来养花
草，实现湿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我国分类处理设施正趋于多元化、现代化，不同城市针
对收运、焚烧发电、生物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短板情况，
各自启动了相关规划与建设。垃圾分类带来的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效应正在显现。”刘建国说。

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今年
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底 46 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2025 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
系统。(采写记者：姜微、何欣荣、杜康、王优玲、关桂峰、安路
蒙) 新华社北京 8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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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徐金鹏、王攀、周强

这里是中国经济重要的动力引擎，今年经济总量有望
突破 10 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这里也是世界创新版图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电子信息、智能家电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发展
迅猛，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集中缩影，也是世界
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窗口和桥头堡。从经济特区到粤港澳
大湾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让全球市场得以持续受益。

勇立潮头敢争先，星繁月朗照大湾——— 70 年间，广东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汇聚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广
东正努力践行“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
的殷殷嘱托，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广
东篇章”。

开放精神融入发展血脉

1957 年 4 月，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
会)在广州拉开大幕。

一扇大门由此打开——— 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
界。透过这扇大门，全球市场第一次见证了“中国制造”的巨
大潜力。

如今，每年两届的广交会吸引全球近 40 万名采购商与
会。持续 62 年不间断的广交会，是广东推进开放发展历程
中的瑰丽片段。70 年间，向海而生的广东将对外开放化为

发展基因、融入发展血脉，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中的
重要支柱。

“从外向型企业起步，广东已经基本建成门类较为齐
全、配套相对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从传统制造业到电子信
息、绿色石化、汽车、智能家电、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广东
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广东省商
务厅厅长郑建荣说。

从外贸大省迈向外贸强省，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今年上半年，在全球贸易面临复杂冲击的背景下，广东进出
口总额达 3 . 28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 . 3%，占同期我
国进出口总值的 22 . 4%。

从格力到美的，从广汽传祺到华为，广东企业家在开放
浪潮搏击中，铸就了一张张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

如今，广东仍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性“投资高地”。截至
2018 年底，广东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 4470 亿
美元。今年以来，从巴斯夫、埃克森美孚、中海油壳牌，到 T
üV 南德意志集团、美国宝洁公司，一批外资巨头投资的大
项目落地。 （下转 8 版）

南粤谱写新篇章

敢为人先再出发
广东 70 年跨越式发展纪实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今年 80 岁的蒙古族老人斯仁塔日
娃，这几年做了几件“傻事”。

老人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前旗昂素镇哈日根图嘎查牧民。
2012 年，因为家庭变故，70 多岁的老人
变得一贫如洗，曾经是牧民的他，家里连
一头牲畜都没了。2013 年 6 月，旗审计局
在调研中发现他家的情况，要捐钱给他，
被好强的他回绝了，嘎查的人不理解。

又过了一个月，实在拗不过组织，他
接受了审计局提供的 5000 元帮扶资金。

接受捐助时他承诺，如果 3 年后他的生
活变好了，就把 5000 元还给组织。

2016 年，他的生活好些了，作为老
党员，参加那年七一活动时，他把 5000
元当着在场党员的面还给组织。不少人
劝老人，说这帮扶的钱是不用还的。这
次，是组织拗不过老人。

当时，不少人说老人傻。

老人还的钱，审计局又都返还给了
嘎查，供帮助困难对象时统筹使用。

老人所在的嘎查，有个汉族牧民叫
黄文祥，他出外做生意欠了钱，为还钱变
卖了所有家当。老人觉得他人好，自己又
有点钱了，决心要帮扶他。周围的人不理
解，说这么大岁数的人好不容易有了点
钱，为什么还要散财。

黄文祥种地，老人就把农具借给他
用；黄文祥想买拖拉机，但钱不够，老人
就借给他钱，不要利息；老人还给黄文祥

制定了三年脱贫的路线图，如今黄文祥还在按路线图奋斗
着，欠的钱从 100 多万元减少到只有几万了。

哈日根图嘎查党支部书记敖特根孟克说，如今，周围的
人对老人都很服气，说老人做了那么多看似很傻的事，其实
都是善良的事，弘扬了真善美，维护了民族团结。

“56 个民族目标相同，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更美好。”

说起帮扶汉族兄弟的想法，老人觉得很自然。

在采访中，老人总说自己是老党员，说他 1959 年入党，
到今年正好 60 年了。“当年我入党的初心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现在初心还在。”(记者王琦)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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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亢、凌军辉、蒋芳

今年上半年，江苏省会城市南京 GDP 增速 8 . 1%，在全
国 GDP 超万亿元城市竞速中，处于领跑方阵。这已是该市连
续 9 个季度增速超 8%。

两年多来，这一东部沿海经济重镇不仅经济持续增长，更
从产业结构、动能转换、营商环境等多个关键指标展现出稳、
进、好的发展态势；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稳增长压力较大的
背景下，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南京之路”。

含绿量、含新量，支撑增长含金量

南京，万里长江进入江苏省的“第一站”。落实长江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求，从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到产业转
型，南京责无旁贷，担当作为。

昔日全国钢铁“十八罗汉”之一的南钢集团正在撤离长江
沿岸。鲜为人知的是，这家老牌重工业企业在升级主业的同
时，自身也发生着“裂变”。随着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多个双
创平台成长，初步形成钢铁业+新产业“双主业”新格局。今年
上半年销售收入增长 18%，实现利润 27 亿元。

雨花台区正在大力推进长江沿岸“疮痍”之地复绿。该
区先后完成了 8 家无证码头的整治拆除，新造林 253 亩，生
态环境“旧貌换新颜”的同时，落后产能加速淘汰。与此同
时，辖区内 73 平方公里的软件谷创新创业活力涌动，以全
市面积 1% 的土地，创造全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近
20% 的份额。

一手升级主业，一手加快转型；一边大幅增绿，一边挖潜
出新。南钢和雨花台区的变化，是南京发展含绿量、含新量大
幅提升的缩影。

曾经结构偏重、高度依赖重化工业实现增长的南京正在

发生深刻变革。
8 月 15 日，承担着推动南京“东部崛起”使命的紫东地区

举行了一场名为“绿色银行”行动的启动仪式，明确紫东地区
的发展要坚持先植绿、后建城，将绿色资源作为战略储备，为
未来崛起夯实绿色根基。

从全市上半年的成绩单来看，GDP 增速实现 8 . 1%，其
中钢铁、石化占比逐步下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近
70% 的增量来自先进制造业，规上服务业增加值中 40% 的增
量来自先进服务业。

“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来，经济转型窗口期与复杂的国
际形势叠加。增长固然可喜，但现在我们更在意速度背后的质
量，更珍视 8% 的成色——— 含绿量、含新量与含金量显著提
升。”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说。

从关键指标到微观感受，发展体现在速度，也在细节。
（下转 7 版）

南京：经济持续“稳进好”，创新改变一座城

8 月 18 日拍摄的稻田画。近日，新疆察布查
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乡稻田画基地进入最佳
观赏期，迎来大批游客观看。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稻田画迎八方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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