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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2019 年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 22 日在山西太原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
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
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
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

习 近 平 向 2 0 1 9 年 太 原

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记者何玲玲、岳德亮、李平

多年来，浙江省各地不断从体
制机制上探索创新社会治理，在德
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多向互动”
中焕发“乘数效应”，有效形成了“大
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
管”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发展“困惑”倒逼出治

理“新招”

“2010 年至 2018 年之间，高桥
街道近万亩土地被征收、2200 户农
民的房屋被拆迁，高铁站、工业园区
等工程相继建设。”桐乡市高桥街道
办事处主任沈建良说，建高铁站和
建工业园区时，安置政策曾引来了
群众猜疑。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为了
让群众参与到治理中来，实现大家
的事情大家知晓、大家办，百姓参政
团、道德评判团等自治德治措施应
运而生，逐渐形成了社会治理“三治
融合”新格局。

“刚开始大家意见不统一，通过
村里的道德评判团等成员主动上
门，拉家常、话里短，一些矛盾被化
解在源头。”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徐晓叶认为，“三治融合”唤醒了村
民主人翁意识，提升社会治理“内生
力”，让“糟心”变“顺心”。

社会治理的成长过程，恰似破
茧成蝶。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县高禹村，
2018 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829 万
元，十多年前却并不被人们看好。
“高禹村由三个村合并而来，那时候
各怀心思，居然连村名都起不好。”
2010 年，新当选的村党委书记李更
正带领村两委班子，推行所有决策
村民定、所有讨论可参与、所有决定
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
都公开。

多位村民受访时表示，村务信
息公开到每一个村民，公开到每一
张发票，村两委班子赢得了村民的
信任，也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治理和发展的
热情。

在“中国童装之都”湖州吴兴织里镇，45 万
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 35 万。吴兴区委常委、织
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近年来织里镇相继成立
了 13 个商会组织，打造“红色楼长”“红色店小
二”，组建新居民组成的“平安大姐”矛盾调解队
伍……这些举措有效促进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
民的“融合”。

依靠群众，用“智慧”提升治理协同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
中，浙江各地不断加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监
督、自我服务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协同化、智
能化水平。

记者在桐乡市、安吉县等地采访时发现，当
地通过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百姓议事会民
主协商—村（居）民代表大会民主决议—村（居）
委组织实施—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民主监督”
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有效保障了村民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与此同时，各地纷纷织密社

会治理结构，完善社会治理能力。
“一批志愿类社会组织在参与社
区矫正、调解社会矛盾、治理滥办
酒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徐
良平说，近五年来，诸暨市人民调
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近 9 万
件，调解成功率达 98%。

织里镇是浙江首批“智慧城
市”试点地：消防栓盖内植入芯
片、火警 App 自动报警、垃圾智
能化分类、“无线织里”，织里的产
业发展、便民服务、社会治安、城
市治理已全部融入数据、登上
云端。

与织里一样，越来越多地方
的社会治理“插上”了“智慧的翅
膀”。

在乌镇管家联动中心显示屏
上，实时显示着这些“乌镇管家”
的动态。乌镇管家联动中心主任
张常春说，犹如“城市大脑”的“乌
镇管家联动中心平台”已经涵盖
平安建设信息、乌镇管家、治安防
控、阳光厨房监视、政务(信访)咨
询投诉、消防报警等诸多系统，具
备了“实时监测、信息共享、部门
联动、群众互动、风险研判”等治
理功能。

将蓝图、选择权和

评判权交给群众

多年前，高禹村红白喜事相
互攀比、公共场所随意抽烟等不
文明行为、习惯比较突出，改变源
自“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突
出抓牢村规民约这一关键”。

多位村民代表回忆，村两委
班子邀请村民代表、党小组长、法
律顾问等参与制定《农户喜宴要
求和标准》等乡规民约，聘请 7 名
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村民
代表作为村规民约宣讲员，为村
民算算陋习成风的“时间账”“经

济账”“人情账”。
面对群众新需求，将蓝图交给群众，将选

择权、评判权交给群众，换来群众的衷心支
持。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认为，群众参与不足
曾是过去社会治理的最大问题之一。当前亟
须更新治理思维，将蓝图、选择权、评判权交
给群众，让群众深度参与公共事务。

据了解，诸暨市已经制定出台村民行为
约束“负面清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全市
500 多个行政村（居、社区）全面完成村规民
约、社区公约等自治章程修订，借以推动村民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善于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力量，
德润人心，也是浙江社会治理探索的亮点：选
树道德榜样、文明示范户，探索村民积分制
度……

群众诉求是当下社会治理变革的核心动
力。“社会治理朝着‘协商共治’转变，以共建
共治共享推动了社会和谐，提高了治理水平
和治理效率。”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说。

新华社杭州 10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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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川藏线
上，中外游客络绎不绝。途经雅康高速上身披
“红妆”的泸定大渡河大桥，人们无不为其雄壮
所震撼。环其周围，泸定大渡河上还有泸定桥、
泸定大渡河吊桥等大桥巍然伫立，数桥并跨交
相辉映，见证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光荣与梦想。

汹涌的大渡河劈开横断山一脉，在二郎山
与贡嘎山之间的崇山峻岭中奔流不息，也在四
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之
间形成绝壁大峡谷。

2018 年底，全长 1411 米，主桥为 1100 米
单跨钢桁梁悬索桥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
建成通车，彻底征服了大渡河天堑。这座投资
10 多亿元、建设近 5 年的超级工程，体量巨大：
雅安岸深嵌山中的隧道锚长 159 米，世所罕见；
康定岸的重力式锚碇平面面积相当于 13 个篮
球场；大桥浇筑混凝土 29 万余立方米，是广州
电视塔的 1 . 9 倍；主线索股与缠线的钢丝连起
来可绕地球一圈半……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桥梁勘察
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泸定大渡河大桥项目负
责人陶齐宇介绍，除了规模庞大，大桥还面临抗
震要求高、风环境复杂、边坡问题突出等建设难

题，其中峡谷瞬间风速可以达到 32 . 6 米每秒，
相当于 12 级台风风速。

虽然难度大，但建设却很精巧。陶齐宇
说，工程师采用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技术，
填补了高海拔大落差桥隧连接布置形式的空
白，攻克了高烈度地震区混凝土桥塔设计的世
界级技术难题，对我国山区大跨径悬索桥建设
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在泸定大渡河大桥下游约 5 公里处，举世
闻名的泸定桥飞架两岸，游人如织。

历史以来，大渡河都是汉藏交流的屏障，物
资转运全靠渡船或溜索，军队调动不便。公元
1705 年，清康熙皇帝下令在大渡河上修建了第
一座铁索桥，取名泸定桥。

当时的工匠将那时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运
用于泸定桥的修建。在 12164 个环环相扣的铁
环上，今天仍可看到一些独特的标记。泸定桥
管理人员说，这些标记是铸环工匠对做工质量
的担保，任何一个环出现问题，都可寻“记”
追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贯通康藏公路（后改名
川藏公路），数百技术员、兵工和民工在泸定县
城西建成一座跨越大渡河的钢索汽车吊桥。这
座大桥质量可靠，历经康定、折多山一带连续发
生的强烈地震，也未影响使用。

此后，特别是最近 20 年来，从红军当年强
渡大渡河的安顺场到泸定县境内，大渡河 100
多公里河段上先后建成了近 20 座现代化大桥。

“以前交通不方便，村里发展什么产业都受
限制。”泸定县泸桥镇咱里村是雅康高速泸定大
渡河大桥附近的一个水电站移民村，该村伞岗坪
组组长孟意浩说，“这个超级大桥修好之后成了

‘网红’桥，村里靠着大桥吃上了‘网红’饭。”
站在伞岗坪远眺，整个泸定大渡河大桥尽收

眼底，红艳的桥身飞跨峡谷，犹如彩练挂在云端，
下游电站蓄水形成的广阔湖面就在眼前。依托
这个得天独厚的位置，咱里村决定大面积引种金
丝黄菊，打造“上观桥、下观湖、坪看花”的乡村旅
游打卡地。

深秋时节，村里幢幢白墙民居旁，大片的金
丝黄菊尽情盛开，与红色大桥和清波平湖相互映
衬，仿佛一幅充满诗意的现代田园油画，果然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泸定县特色菊花种植产业项目负责人高基
平介绍，大桥建成通车后，更多龙头企业将发展
目光投向藏区。咱里村以“公司+农户”的模式种
植金丝黄菊，不仅促成了乡村旅游商机，农户也
能直接卖花挣钱，每亩收益可达上万元。

波涛滚滚的大渡河上，奇迹还在延续，已经
规划的川藏铁路大渡河大桥即将开建。

桥横大渡河，天路穿梭时间变短，藏区发展
空间变宽，一代代桥梁建设者以顽强拼搏、甘当
路石的精神，在川藏线上勾画出一弯又一弯通向
幸福的“彩虹”！
（记者：陈天湖、胡旭；参与记者：刘洪明、张海磊）

新华社成都 10 月 22 日电

新华社记者任卫东、姜伟超

深秋朝阳映照下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
作市知合么村，像一座精心雕琢的公园。广场、廊
道、凉亭连着一座座红顶白墙的农家小院，青砖铺
就的村道像被拖洗过一样干净。

经过了盛夏的哺育，十月的草原，牛壮羊肥、
牧民欢笑。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指出，让良好生
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自 2015 年开始，甘南州
掀起一场“环境革命”，以全域环境整治为抓手，寻
找生产方式转型的长效之路，推动生态升级。

“环境革命”擦亮藏区“幸福感”

“过去道路没硬化，牛粪糊满墙，到处都是泥
坑坑和垃圾堆。”桑老皱着眉头回忆道。“一下雨，
人就和泥抢鞋。”知合么村村民桑老亲眼见证了几
年来村庄的巨大变化，取出老照片，对比之下感慨

不已。
碌曲县阿拉乡田多村村民东努体会最深的

是人畜分离和厕所、淋浴的使用，让他感到真正
融入了现代生活。“热水一开就有，厕所随用随
冲，和城里一样。”东努家的卫生间和城市居民的
没有区别，白色瓷砖铺地，一体化卫浴设施锃明
瓦亮。

甘南州坐落在甘青川三省接合部，被视为西
部最具自然魅力的地区之一。但长期以来，农牧
村脏乱差积习根深蒂固，草原上、道路旁、河道
中、水沟里垃圾随处可见，“人与牲畜住一起，家
里家外泥汤汤”。群众的口袋鼓了、家里富了，但
对生活变化的“体感温度”没有上来，“幸福感”没
有擦亮。

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甘南
藏族自治州 2015 年开始把“环境革命”作为全州
工作的总抓手，以“全域无垃圾”为目标制定了几
十项标准，从草原、道路一直治理到灶台、炕头。

要改变传统生活习惯很不容易。记者在甘南

藏区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干部们下乡，手里拿着
一把垃圾钳，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有领导抽
完烟把烟头一扔，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折回来，捡
起烟头装进兜里。

几年过去，现在的甘南草原，视线内不见一片
垃圾，满山满谷的绿和青草气息迎面扑来。游客到
此第一句赞美往往不是“真美”，而是“真干净”。牧
民家里也一尘不染，用群众的话说“地上落上根羊
毛都忍不住捡起来”。

“自从环境整治后，实施了人畜分离，厨卫改
造工程，感觉生活一下子被‘擦亮了’。”东努说。

“环境革命”激活乡村振兴

从兰州出发，沿兰郎高速进入甘南州后的第
一个村子就是香告村。

香告村有 300 多人，其中 80% 为藏族，20%
是回族和汉族。放了半辈子羊的村民才多开了一
家牧家乐，这位曾经的贫困户家里，一波波游客接
踵而至。忙了一天，笑容就没从才多黑黢黢的脸上
消失过。

村子背靠的太阳山是才多增收的“底气”。青
山朗润，廊桥飞跨，从山上流下的碧水淌成一条小
河穿村而过。村支书闹日加介绍，今年村集体收入
仅旅游一项预计超过 200 万元。（下转 7 版）

藏区新观察：“环境革命”激活乡村振兴

在新疆帕米尔高原，有条蜿蜒的盘山公路，海拔
超 4200 米，全长 36 公里，最大落差近 1000 米，被当
地人称为“高原天路”。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10 月 22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重点配套交
通基建工程——崇礼铁路全线联调联试启动。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崇礼铁路全线联调联试启动 飞阅帕米尔高原“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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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雅康高速泸
定大渡河大桥（ 1 0 月
1 6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新华社记者骆国骏、张骁

狂风呼啸，沙砾漫卷，这里是新疆和田地
区洛浦县的荒漠。23 岁的大学生阿迪力江正
带领 21 名洛浦桃农精心侍弄着树苗，日光暖
棚内宛如绿洲。

“叮咚，叮咚”，3000 多公里外的北京市
平谷区夏各庄镇，“平谷桃王”屈海全的手机
响了，是阿迪力江发来的种植日记。

这两天，洛浦桃农开始补栽一种成树快
的桃苗，来年有望挂果见效。收到喜报的老屈
却有些不放心，他赶紧“追”去一通电话：“老
乡们辛苦了，我看图片中的桃苗长势，该补些
有机肥啦。”

“知道了屈叔，我们这就干！”阿迪力江
回话。

新疆洛浦，北京平谷，横跨大半个中国，
两地桃农却亲如家人。2017 年，根据北京市
扶贫协作的计划安排，北京平谷与新疆洛浦
结成扶贫“对子”。洛浦是国家级贫困县，紧守
北京“东大门”的平谷财力也不丰厚。这样的
组合，该怎样扶贫？

“如果让扶贫变成‘送唐僧肉’，那是搞应
急工程。只有政策‘搭台’，市场‘唱戏’，让市
场和需求结成对子，扶贫才能真正成为一泉
活水。”平谷区农村农业局副局长史长利说。

平谷，享誉中外的大桃之乡，汇集白桃、
蟠桃、油桃、黄桃四大系列 200 多个品种，拥
有积累了数十年的种植技术。洛浦，有沙质土
壤，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大桃生
产。双方一拍即合。

当史长利带着平谷果品专家和种桃户长
途跋涉把桃苗运到洛浦时，他们惊讶地发现，
当地连给桃树剪枝的工具都没有。当地政府
找来裁纸刀“救急”，但不出半个小时，10 个
桃农的手全划破了。原来，这些当地桃农不掌

握任何种植技术，竟用切羊肉的方式剜桃枝。
这让屈海全深受触动。没怎么出过北京的

老屈，开始在洛浦“扎根”。从剪枝、浇水、打药到
控制温度，他一遍遍、手把手给当地桃农教授种
桃技术。去年暑期，洛浦室外温度超过 40 摄氏
度，老屈帮着建大棚，每天一干就是 10 个小时。

回到平谷，有乡亲问他：“你是桃王，桃在平
谷不愁卖。何必跑到沙漠上建大棚，受这份罪
呢？”老屈回答：“咱穷的时候，是大家帮衬起来
的。现在靠桃过上好日子，有责任拉人家一把。”

去年开始，平谷区 6 家大桃合作社和洛浦
县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成立 3 家合资企业。这让
洛浦桃农意识到，这是带不走的致富希望。

洛浦的荒漠是盐碱地，通过不断改良，一些
桃苗终于挂果。今年夏天，得到消息的老屈专程
前往洛浦品桃，成品桃个大汁甜，“说明咱平谷
大桃在洛浦种活了！”他喜极而泣。截至目前，平
谷区帮扶洛浦县嫁接改造原有土桃树 1 万余
棵，成活率超过 80% 。

拿到工资的洛浦桃农像过节一样高兴。他
们购买了期盼已久的新衣和家电，还有上班需
要的电动车。但这只是大桃扶贫的“第一桶金”。
双向赋能，才是大家追求的最终目标。

据史长利介绍，目前两地合资成立的两家
企业，已计划将公司 20% 的股份无偿送给当地
村集体和农民。开展股份合作，才能让当地桃农
的“主人翁”意识更强。洛浦县也提出，平谷可利
用洛浦的适宜土地建设苗木基地，以及平谷大
桃示范基地——这正是平谷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所需的机遇。

金秋十月，北京平谷已进入晚桃季。可在新
疆洛浦，大桃正孕育生机，长势喜人。老屈想尽
快回去看看，他想念那里的维吾尔族乡亲。阿迪
力江传来一张照片：20 多个桃农在大棚外站成
一排，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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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大桃“远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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