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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 1 版）20世纪 90 年代前，这里被称为“南荒
滩”，土地沙化，贫瘠荒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经过 6 年苦战，延庆人在此栽下 300 多万株
苗木，砾石荒滩披上绿装。“当年种下的树现已成
林，绿染妫川，荒滩变绿洲。”昔日的造林模范、75
岁的杨进福老人，忆起治理南荒滩的艰难感慨
良多。

如今的延庆，因多年持续造林绿化，森林覆盖
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足 7% ，增长到现在的
59 . 28%，山水连绵，满目葱茏，成为京北一道绿色
生态屏障。

对绿色的不懈追求，使这个山区小城赢得了
北京世园会、北京冬奥会在当地举办的历史性发
展机遇。而延庆的华丽转身，正是“美丽中国”建设
的缩影。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
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北京世园
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向世界宣示。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70 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
到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辛探索，
将一片片荒凉苍茫、沟壑伤疤，变为绿意盎然的美
丽家园。

1999 年，以“人与自然——迈向 21世纪”为
主题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春城”昆明成功举办。
20 年后，这一盛会再度落户中国。昆明与北京，两
座举办了 A1 类世园会的中国城市，见证了生态
中国的崛起。

从浙江鲁家村到河北塞罕坝，再到长白山保
护开发区……北京世园会中国馆的出口处，巨大
的投影幕墙为游客呈现出一幕幕当代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成就的立体影像，令人震撼。而在整个园
区，人们能从一个个展园中管窥绿色中国建设的
艰辛努力与累累硕果。

——这里有防沙治沙、退耕还林的实践。
30 余万盆/株各色花卉、白皮松、油松以及各

种绿植、盆景……作为本次世园会面积最大的国
内展园，北京园集中展示了北京园林艺术和园艺
科技成果，让游客从一方“小院落”看到一个“大北
京”。40 多年前，风沙袭击京城是常事；40 年后，
风沙远离首都是常态。绿色不仅仅铺满北京园，更
“漫洇”在北京城。

从 20世纪 80 年代起实施“三北”防护林、重
点风沙危害区绿化造林，到 2000 年来推进退耕还
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平原百万亩造林等生态工
程，北京大规模防沙治沙、植树播绿，城乡环境显
著改善。

如今，北京百姓身边的口袋公园、城市森林、
小微绿地越来越多，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见
缝插绿”，百姓可“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当年濒临
沙漠边缘的北京，正向着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都迈进。

——这里有铁腕治污、生态修复的决心。
在湖北园入口，标志性景观“三峡印象”映入

眼帘，象征着长江生态在新时代焕发出无限生机。
“千湖之省”湖北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

地，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了“保水”，
当地执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全面排查整治化工
污染、非法采砂、入河排污口等，对城市黑臭水体、
农业面源污染、城乡生活污水等开展持续治理，整
治了上百家化工企业，还百姓一方碧水蓝天。

在青海园，“长江”“黄河”“澜沧江”在脚下流
淌交汇，几头“藏羚羊”在“高原”上奔跑，一派大美
青海的生态画卷。眼前的“美景”，是多年来生态保
护的努力换来的。

关停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全面停止三江源地
区 GDP 考核……为遏制生态退化趋势，2005 年
至今，我国累计投入超过 180 亿元恢复治理三江
源生态，青海正努力向生态大省转变。

——这里有珍视植物、保护湿地的努力。
在植物馆，从南方沿海地区移栽来的珍贵的

红树林，生长于模拟海水的大型器皿中，成为馆内
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这一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物
种曾因围海造地、过度砍伐，面积锐减。近些年来，
广东、海南、广西等沿海省份认识到了红树林对生
态保护的作用，纷纷建立红树林保护区。“红树林
是中国加大生态保护的一个佐证。”北京世园会植
物馆馆长、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丁长峰说。

加强湿地保护也渐成共识。2013 年至 2018
年，广东省的湿地公园从 12 个大幅增加到 241

个，其中五成以上位于珠三角城市群；北京规划
湿地布局，计划至“十三五”末，全市完成恢复湿
地 8000 公顷，新增湿地 3000 公顷。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城市的人口大国，中国
积极有效地推进绿色城市理念，付出巨大努力
来改善环境、保护自然，这对全世界具有示范作
用。”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这样评价。

从中国走向世界：为绿色发展

贡献“中国方案”

“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
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
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
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北京世园会开幕式上，习近
平主席这番话引发强烈共鸣。

前法国驻华大使黎想说，当前应对气候变
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已非常紧迫，需要
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充分重视，“我们需要携手合
作，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英国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污染方
面与中国开展更紧密合作。”北京世园会英国国
家日活动上，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郑重表示。

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通
过北京世园会，绿色中国、可持续发展理念更为
世人所知，而世界也更加聚焦中国。

“中国在人口规模这么大、经济发展速度这
么高的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实现人
与自然共融发展，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为
世界树立了标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

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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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单位 GDP 的二氧
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约 46%，提前完成对
外承诺的到 2020 年碳强度下降 40% 至 45%
的目标。

绿色中国的“成绩单”已赢得国际社会的
认可。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生
态文明建设道路上大踏步前行的中国，还积极
践行着大国的担当，为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提供“中国方案”。

向联合国交存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
准书，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推动
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开办防沙
治沙国际培训班，帮助非洲等地发展清洁能
源……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70 年来，中国
批准实施 30 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
或议定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
与全球环境治理，率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引领全球气候变化
谈判的进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
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2017 年 9 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内蒙古库布其防沙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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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授防沙治沙经验。

在中国，大约有 5 亿人通过支付宝“蚂蚁森
林”“种”下了 1 . 22 亿棵真树。受此启发，拥有
1500 万用户、被称为“菲律宾版支付宝”的移动
支付平台 GCash 今年 6 月也上线了“GCash 森
林”，鼓励国民参与环保和植树造林。

“中国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典范。”国际园艺
生产者协会主席奥斯特罗姆对于北京世园会所
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北京世园会就是很好的
证明。”

在北京世园会卡塔尔园，5 棵仿真“锡德拉
树”，撑起一方葱郁的“空中花园”，展现着卡塔
尔人民在沙漠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智
慧。2021 年，下一届 A1 类世园会将在卡塔尔
多哈举行。“绿色生活就是更美好的生活，建立
绿色家园是各国共同的愿望，而绿色发展是解
决环境问题的最好方式。”卡塔尔园负责人法伊
卡说，“我们希望更多的沙漠能绿起来，也希望
各国携手合作，共享绿色，造福人民。”

夜幕降临，繁星闪烁，北京世园会即将圆满
谢幕，但“绿色生活、美丽家园”的理念传递，已
经开启。

绿色中国、生态世界、永恒人类，未有穷期！

新华社沈阳 10 月 8 日电(记者于力、李铮)一
张残破不全的喜报勾勒出一位为国尽忠又深藏功
名的英雄。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辽宁海城又
涌现出一位“张富清”式老英雄。

眼不花、耳不背、行走利索，尽管已是 94 岁的
耄耋老人，第一眼看到张贵斌，还是一位打不倒的
军人。

“7 天 6 夜，一直守在壕沟里战斗，阵地一步
也没后退。战友受伤了、倒下了，我们就玩命背回
来。一仗下来，全连就剩 3 个战友了。”

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最惨烈的一战。东北
野战军四纵 41 军后勤担架营 2 连 3 排 12 班战士
张贵斌和战友用血肉之躯，死死将国民党救援锦
州的部队挡在塔山。因塔山阻击战的英勇表现，

1948 年初才参军的张贵斌立一大功。
之后，张贵斌跟随部队打仗转战大半个中国，

直到南下攻打桂林时受重伤才不得不离开部队。
作为战斗英雄，组织上先后安排张贵斌到广

州海关和汉口公安局工作，但他却在 1954 年复员
回到家乡西柳镇小码头村当了农民。张贵斌说：
“我要回乡参加建设，回家孝敬老母。”

从此，张贵斌将 4 次大功、4 次小功的立功证
压在箱底。儿女、单位、邻居只知道他是一个打过
仗的老兵。

张贵斌所在的单位国网鞍山供电公司在
2017 年建军 90 周年时做过退役军人的专题节
目。张贵斌在节目中说：“我们趴在战友的尸体后
面战斗，我这个新兵活了下来，火线入了党。”他对

战功只字未提。
直到 2019 年鞍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反复要

求核实老兵立功信息，张贵斌才将军功章、立功
证、喜报拿出来。鞍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
仕科说：“核实了老英雄的立功证和档案后，我们
十分敬佩，共和国会永远记住他们！”

回到家乡的张贵斌收起了军功章，但延续了
军人雷厉风行、一心为民的作风。他回村的第一件
事就是组建生产社。村里没钱，他就拿出全部复员
费 100 元，买了 3 匹马和一辆大车。

1962 年，张贵斌到海城县农电局工作，起早
贪黑立杆架线。他说：“看到乡亲们家里灯泡亮了，
我高兴得睡不着觉。”

在农电局工作的最后几年，张贵斌负责建设

电力物资库。国网海城市供电公司经理宁辽逸
说：“30 多年前，物资存放全靠记账，那可是良
心活。组织上必须找政治素质过硬还懂业务的
人干。”

作为离休干部，张贵斌住院费全额报销，但
他每次生病住院，只要能下床走，就让女儿办出
院。他的二女儿张英说：“有时候，我和我爸说

‘多住几天国家也给报销’。他就教育我说‘我省
下来，国家还能用在别处’。”

离休金 5000 余元的张贵斌和老伴现在还
会在街上捡旧衣服和鞋，他让女儿洗干净放在
院里台阶上。“还会有更困难的人，他们就拿去
用。”张贵斌说，“党和父母给我的教育就是多做
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深藏功名 65 载，辽宁海城再现“张富清” 国庆长假期间，一些
地方的政府机关大院免费
开放，成为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在浙江衢州，各机关
单位 3500 个地上停车位
对外来车辆免费开放，市
行政中心的食堂和超市也
对外开放 ；在广东潮州，
48 个机关事业单位对外
免费提供 2149 个停车位。

此外，四川都江堰、江苏扬
州等地机关事业单位的停
车场也在国庆期间向公众
免费开放。

政府机关大院免费向
社会开放，既为市民和游
客提供了便利，又消除了
制造陌生感、神秘感的心
理围墙，有效地拉近了党
群干群关系。这种具体、可
感的惠民之举，体现了地
方政府的亲民、为民姿态，
经过媒体报道和口碑传
播，效果不亚于一次特别
加分的城市形象宣传。

事实上，政府机关大
院一般都具备向社会开放
的条件。近些年，公车改革
持续向纵深推进，各政府
部门的公车数量大幅压
缩，政府机关大院停车场
在很多时候都处于空置状
态，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

在不影响政府机关办公效
率和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适当地向社会开放是多赢
之举。早在 2018 年，国务
院国资委建材机关服务中
心的停车场就与互联网平
台合作，在夜间开放了部
分停车位 ，赢得点赞声
一片。

从媒体报道看，率先
向社会开放的地方政府机
关，大多都位于经济基础
较好、社会观念较先进的地区。这其实不算巧
合，而是城市管理理念、社会开放氛围使然。

比如，衢州原本就是南孔圣地，近些年更以
“衢州有礼”作为城市宣传口号；再比如，四川
都江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也有开放的传统，
当地高校的图书馆也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

政府大院是否向社会开放，说到底其实
是一个观念问题。有一些地方觉得，政府机关
如果没有高墙、没有神秘感，就会少几分威
严；还有一些地方担心，向社会开放会因为人
员混杂而增加管理成本、闹访风险。但从现有
案例和国外经验来看，只要转变观念并做好
配套工作，开放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反倒更能
彰显地方政府的自信与从容。

一种好的趋势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地
方开始尝试开放政府大院。一方面，不妨将开
放时间逐步从节假日扩展到平时，让更多人
受益。其实早在 2017 年，河北省正定县就已
将所有机关单位的院落院墙打开，开放内部
停车位，允许社会车辆自由停放。有这样的
“先行者”，其他地方跟进时可以大胆一些。

另一方面，政府大院开放的范围也可逐
渐拓宽。对于政府机关而言，开放带来的新挑
战也有助于倒逼各部门注重形象、提升服务
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府机关与民众
在物理层面的距离逐渐缩小，两者在心理层
面的联系也会更紧密。（本报记者裘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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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记者王优玲）记者 8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获悉，近日，国务院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
组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通报 2018 年度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
情况，并对考核等级为 C
级的有关省级政府负责人
进行约谈，督促落实属地
监管责任。根据工作考核
情况，10 个省级政府被评
为 A 级，19 个省级政府
被评为 B 级，3 个省级政
府被评为 C级。

通报指出，过去一年
来，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狠抓责任落实、制度落实
和工作落实，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取得新的积
极进展，欠薪问题高发多
发的态势得到进一步遏
制。但从考核情况来看，各
地区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
问题，欠薪仍时有发生，距
离根治欠薪的目标还有不
小差距。

约谈强调，各地区特
别是被约谈地区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强化责任担当，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围绕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一目标，切实
采取措施，真抓实干，确保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
工拿到应得的报酬。

约谈要求，被评为 C级的 3个省级政府要对存
在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查找自身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短板和不足，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要落实好属地政府和部门责任，坚持标本兼治，强化
综合治理，把功夫真正下在平时，继续加强日常监管，
清查并有效化解欠薪隐患。要发挥好多部门联动机
制作用，做好上下沟通和统筹协调，加强对地方和相
关部门的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推动各项政策措施
和工作要求落实落地。

约谈会上，3 个省级政府负责人表示诚恳接
受约谈，全部认领问题，并追根溯源，认真制定整
改方案，坚决全面进行整改，全力以赴做好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坚决完成根治欠薪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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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7 日电（记者李荣）上海基
层正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海嘉定区近
日发布消息，以“无差别受理”为导向，做到“材料
清单以外绝无加法”。

上海嘉定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陆凤说，立足
综合服务窗口的标准化建设，以“无差别受理”为
导向，推进服务的规范化管理，线上线下标准一
致。其中的基础工作是，建立审批流程的“知识
库”，并确保“知识库”的统一实时更新。每个审批
部门均推荐出首席代表，成立工作组，落实政务服

务事项的梳理工作，将办事指南精细到“颗粒
化”，形成审查要点资料库、疑难问题库、格式样
表库、业务知识汇总表等“知识库”。

依托信息化平台，确保实施全程电子监管。
将涉及的材料清单全部录入“一网通办”政务服
务应用平台，“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减法的对象
主要为进入红榜的诚信企业，窗口工作人员在收
件时同步实施“容缺受理”机制。

据了解，上海嘉定全面实施“知识库”管理
后，既确保综合窗口工作人员能用较短的时间

“学懂弄通”，又能确保工作人员受理材料标准
一致、对外服务口径一致，还能确保审批人员审
批标准一致，更多地依据法律法规的标准，减少
自由裁量权，规避风险。

上海嘉定已大幅缩短审批办理时限，78项
事项情形已可做到“即时办结”；启动建设电子
证照库，已归集 112 类电子证照，精简办事材料
提交；大力推进 111 个业务流程优化再造事项
和特色“套餐项目”落地，围绕高效办成“一件
事”，构建跨部门协同办事流程。

上海基层优化审批制度：材料清单外“绝无加法”

新华社银川 10 月 8 日电（记者张亮）记者从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获悉，宁夏日前出台
新规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了规范和完善，今
后党政干部、普通公务员以及国企、事业单位人员
在接受教育培训的时间、规模、方式上都有“硬杠
杠”可循。

根据宁夏出台的这一规定，组织部门每 2至
3 年安排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乡镇（街道）党
政正职到党校、干部学院至少接受 1 次 1 个月以
上的系统理论教育和严格党性教育，5 年内累计

不少于 2 个月。自治区党校每年举办不少于 30
天的新任厅级干部和区直单位新任处长培训
班，各地级市党委组织部每年在本级党校举办
不少于 15 天的新任科长培训班。

在职培训方面，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每年将
安排 180 名左右区直单位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中
组部和国家部委调训，每年安排不少于五分之
一的区属企业、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
骨干，到中央企业、区内外高校和干部教育培训
机构参加培训。宁夏每年还将在干部教育培训

项目计划中安排 2000 名左右公务员接受 1周
左右的专业化能力培训。

宁夏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坚持“干部能力
素质 70% 来自实践， 20% 来自交流， 10% 来
自课堂”的理念，将分主题分类别建设 30 个
左右特色鲜明的党性教育基地和产业转型、创
新驱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民
族团结、深化改革等现场教学基地，充分利用
现场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模式开展教
育培训。

宁夏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时间规模都有“硬杠杠”

 10 月 8 日，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学生家长为孩子戴上红领巾。

当日，北京东城区分司厅小学举

行“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日暨新

队员入队仪式，学生们戴上红领巾，光

荣加入少先队。

新华社发（周良摄）

“我们加入少先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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