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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9 月
13 日电（记者顾玲、白
玛央措）巍巍的阿尼玛
卿白雪皑皑，清清的黄
河水安静流淌。青海作
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
发源地，守护“中华水
塔”生态安全责任重大。

守护绿色、依靠绿
色、追梦绿色，从“一步
跨千年”的美丽蝶变，到
“走向小康生活”的执着
信念，绿色发展实践正
在三江源头生根发芽，
结出致富硕果。

以“绿”生“金”

站在高处俯瞰位于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塔拉滩的光伏产
业园区，600 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宛若披上一层
蓝色铠甲，一排排太阳
能电池板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
光伏发电基地。“过去，
塔拉滩光秃秃一片，风
沙也大。光伏电站建起
来后，草慢慢长起来
了。”共和县铁盖乡牧民
向占奎说。

荒漠里种“太阳”，
贫困群众喜添“阳光收
入”。距共和县城约 3 公
里的廿地乡切扎村，生
态管护员仁青加每月有
1800 元公益性岗位工

资。“都是发电发来的钱！”驻村干部李军告诉记者，本
村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就建在光伏产业园，2018 年底
并网发电后，已累计收入 28.6 万元，其中 80% 用于设
置公益性岗位，剩下的用来发展村集体经济。

目前，青海全省光伏扶贫规模已达到 721.6 兆瓦，
清洁能源以“绿”生“金”，实现了 1622 个贫困村村均
290 千瓦全覆盖，村均年度收益达到 30 万元左右，收
益期长达 20 年。

电网“从天而降”，打破了高原苦寒之地世代无法
用电的困境。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素有“黄河
源头第一县”之称，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来自玛查理
镇噶丹村的 47 岁藏族妇女康吉感叹生活巨变，过去在
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洗衣裳时，她从未想过洗衣机能带
来这么多方便。

以前，住在扎陵湖畔尕泽村的康吉一直过着照明
靠酥油灯、做饭取暖靠牛粪的游牧生活，家里仅有的
“电器”是一把手电筒。

2016 年 9 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果洛联网工程顺
利竣工，玛多县终于接入稳定、可靠的大电网。2019
年，康吉一家通过易地搬迁，搬进了县城，家里也用上
了电视机、电冰箱和电灶。

以“绿”促“绿”

清晨，年保玉则山下的草场晨雾弥漫。生态管护员
尼玛裹上厚实的藏袍，戴着红色袖套，骑上摩托开始
巡山。

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的年保玉则山
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尼玛家就在山下的索
乎日麻乡索日村。“环境保护好了，山就会一直绿，水就
会一直清，天就会一直蓝。”尼玛一手拿着装垃圾的麻
袋，一手拿着铁钳。“我负责调查、记录保护区内野生动
植物的变化，也巡查盗猎盗采情况。”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山下牧民却换了“吃
法”。放下牧鞭守护绿色，4 年间，尼玛或步行或骑摩托
每天巡山 3 小时，两天走遍 1000 亩草场。每月 2000 元
的工资让尼玛一家有了稳定收入，更坚定了他守护家
园的决心。

如今，在广袤的三江源地区，活跃着 1.7 万名生态
管护员。他们依靠生态扶贫资金让三江源区满眼绿色，
也将朴实的环保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你看，这是 2018 年 4 月 15 日拍摄的，那天我们
捡了十几袋垃圾。”照片上的环保志愿者关却卓玛头系
围巾、身着棉服，正在捡拾垃圾。

海拔 3600 米的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雪山乡，地处
阿尼玛卿雪山脚下。2011 年前后，关却卓玛发现村民
倾倒在路边和山沟里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虽文化程
度不高，但她却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在她号召下，
7 名妇女和她一起开始捡拾垃圾。

“这里是三江源，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关却卓玛的
丈夫吉太才让负责运送垃圾，几年来从无怨言。在他们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2016 年，雪山乡阴柯
河牧委会日赛牧女环保小组正式成立。

多年来，38 名妇女在 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展
志愿服务，人均服务 192 个小时。“‘日赛’，藏语意为

‘新的一座高山’。我们希望阿尼玛卿雪山永远圣
洁。”

20世纪 90 年代末，玛沁县格多草原上硕大的老
鼠东奔西窜啃食草根，黑土滩上牛羊无草可食。2000
年，多旦当选玛沁县大武乡格多村主任。“要能把黑土
滩治理出来，就给村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他带领村民，
开始了漫漫种草路。

从在一小片黑土滩上撒下草籽却盼不来一棵草
芽，到变卖自家牲畜筹措资金种下 1400 亩高原燕麦
草，他们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试验。直到有一天，一

株株嫩草开始在
试 验 田 里 生 根
发芽。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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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
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
财富。”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提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连日来
引发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共鸣。

大家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不计名利、敢于
创造，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科学家的
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
国。”参加座谈会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说，科研成果无论是
用于国民经济发展还是解决生命健康问题，都
是面向国家的需求。作为科学家，尤其是参与国
家重大科研项目时，我们要以国际前沿的水平
推动国家的发展。

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建有被称
为“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近年来
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助力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热

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不爱国是做不好科研的。”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云涛说，当年中国刚进
入核聚变能源研究领域时，外界都是怀疑的目
光，几代科技工作者靠着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取
得了现在的成绩。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宋云涛
深切感受到，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
工作者更应该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从“两弹一
星”精神中汲取力量，肩负历史重任，让越来越
多的创新成果迸发涌流。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
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
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回想
起自己这些年在角膜病领域攻坚克难的经历。

1995 年完成第一例手术、2008 年获国际
眼科界认可和命名，姚玉峰独创的“姚氏法角膜
移植术”已经帮助近 3 万名患者重见光明。他还

利用自己积累了 20 年的 16 万张角膜病图像，
初步开发出人工智能角膜病诊断系统，该系统
进入应用后将大大降低误诊率。

“我和我的团队要在临床治疗方法和药物
开发方面继续创新，不断深挖自己的潜能，挑战
一个又一个医学高峰，为救治患者把更多‘不可
能’变为‘可能’！”姚玉峰说。

“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
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李保国的爱人、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
究员郭素萍感触颇深。眼下，由她与李保国并肩
战斗过的专家、同事、学生、农民组成的科技扶
贫团队，正在山区综合治理的科研道路上，用科
学帮助更多农民甩掉“穷帽子”。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偲说，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专注
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
势，这也正是几代南海科技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不久前，中科院南海所的新型地球物理
综合科学考察船“实验 6”在广州下水，进一
步提高了我国深远海的科考能力。“今后，我
们将按照总书记要求，继续发扬科学家精神，
为建设海洋强国作出新贡献。”张偲说。

在这次座谈会上，“好奇心”被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提及。参加座谈会并发言的英籍科
学家、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来到中国
后，从事科普工作多年。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
和渴望，一直是他工作的强大动力。

“科学研究需要好奇心，还需要发挥年轻
人的作用。”戴伟表示，今后将为更多贫困地
区的学生创造动手做实验的机会，并充分利
用短视频形式、新媒体平台进行科普教学，增
强孩子们的科学兴趣和创新能力，“留住”他
们的好奇心。

（执笔记者：田晓航、吕诺；参与记者：徐
海涛、朱涵、李继伟、荆淮侨、孟含琪、周琳）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淡泊名利敢于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经李克强总
理签批，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实施金融
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对金融控股公
司实施准入管理是补
齐监管短板、深化金
融改革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规范市场秩
序，防范化解风险，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

坚持金融业总体
分业经营为主的原
则，从制度上隔离实
业板块与金融板块，

《决定》明确，在我国
境内的非金融企业、
自然人以及经认可的
法人控股或者实际控
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不同类型金融机构，
具有规定情形的，应
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
出申请，经批准设立
金融控股公司。《决
定》从注册资本，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补充资本能力，
以及组织机构和风险
管理、内控制度等方
面对金融控股公司提
出明确的准入要求。

《决定》要求，金
融控股公司变更名
称、住所、注册资本、
持有 5% 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修改
公司章程，投资控股其他金融机构，增加或者
减少对所控股金融机构的出资或者持股比例
导致控制权变更或者丧失，分立、合并、解散
或者破产，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

《决定》明确，已具有应当申请设立金融控
股公司情形的，应当自《决定》施行之日起 12个
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决定》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决定》
制定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条件、程序的实施细
则，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可以采取相关审慎
性监督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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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吴光于、戴小河、李力可

午后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洒拉地坡乡艳阳高照，气
温却微微泛凉。九如生态草莓种植
园的车间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
节，红彤彤的果实在 20 多位彝族
妇女的手中被熟练地分拣、打包。

洒拉地坡乡位于大凉山腹地，曾因气候
恶劣、环境艰苦被当地人称为“烂坝”。如今，
这里是占地面积 3000 亩的高山夏草莓种植
园。“这里海拔 2560 米，常年平均气温 11 摄
氏度，是培育夏草莓的绝佳环境。”九如生态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贤说。

“以前这里只能种苦荞和土豆，夏天大雨
一冲，土豆跟着泥土全冲走了。最好的年景一
亩地种苦荞的收入也就 400 块钱。”彝族妇女
莫色阿过一边忙着分拣、包装手里的草莓，一
边告诉记者。

种植园 2019 年 5 月开建，当年 8 月 6 日
就开始采收。截至当年 12 月，280 亩草莓产
量 300 多吨，销售额突破 400 万元。自从将家

里 3 亩地流转给种植园，加上每月 2000 多元的
工资，莫色阿过一年收入能达到 2 万多元。“过
去顿顿吃土豆，现在粮食随吃随买，挣的钱还有
富余，足够养活 3 个小孩。”她说。

在大凉山，凭借许多像这样的特色农业项
目，群众走出了贫困。

2008 年，来自普格县特补乡甲甲沟村的沙
马子呷在成都高职毕业后，与仁寿姑娘罗丹相
恋。两年后，他决定带心爱的姑娘回家乡看看。
二人从成都出发，坐了 11 个小时火车到西昌，
又换了班车、小三轮，最后走过一座破烂的铁索
桥，站在离沙马子呷家不远的山梁上罗丹哭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山，难道这就是我们要
生活一辈子的地方？”当时家里靠种水稻、玉米
为生，房子是个土坯垒成的窝棚。他们的婚事起

初遭到了女孩父母的反对。
2018 年，甲甲沟村依托四

川省烟草专卖局和三峡集团帮
扶，整合各类帮扶资金和县级财
政资金 5944 万元，在村里建新
房、兴产业，将没有技术和劳动
力家庭的土地流转出来给大户

种植烟叶，全村共种了 300 亩。村民们不仅
可以收土地流转金，还能到烟田里就近
务工。

两年来，甲甲沟新村建起了烟叶烘烤工
场，种上了 150 多亩冬桃，农户养鸡、养猪……
通过烟叶销售、土地流转、劳务用工、集体经济
分红等，全村村民一年增收 100 多万元。

如今的沙马子呷夫妻俩已经搬进了 130
多平方米的新居，镇上的服装生意也慢慢迈
入正轨。“丈母娘曾说什么时候我家有了像样
的房子他们什么时候过来，今年年底他们终
于要来了。”沙马子呷开心地说。（下转 3 版）

▲四川省普格县甲甲沟新村（ 9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时值初秋，湖南各地的中稻陆续成熟，人们抓住
晴好天气，抢收抢晒，田野稻浪翻金、机声隆隆（9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赵众志摄

河南济源黄河三峡景区位于小浪底水利枢纽
工程上游。初秋时节，山水交融，游船穿梭，犹如一
幅画卷（9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郝源摄

“画 ”中 游 “瞰 ”秋 收

新华社记者郑直、树文、李铮、张逸飞

深达百余米的矿坑里，越野车的线条和周
围 5 亿立方米的煤矸石山一样坚硬粗犷。曾经
不分昼夜响彻机器轰鸣的矿区，如今被汽车发
动机的嘶吼声填满。

赛道所处的矿坑，和坑边高耸的煤矸石山，见
证了辽宁阜新这座东北城市一百多年来的兴与
衰，以及从坑底向上爬坡的决意与梦想。

“因煤而兴”

在阜新赛道城净山公司工程师刘丽智的记忆
里，上世纪 80年代，她上小学的路有些曲折。

“要爬过一个坑，从坑那边下到坑底，然后
从坑底爬上去。”

刘丽智出生在阜新新邱区的一个矿工家
庭，她的家就在矿坑旁，这里是赛道城的所在
地，也是阜新五个城区之一。清光绪二十三年，
也即 1897 年的一次洪水冲刷后，新邱发现了露

头煤，阜新的百年煤矿史就此开始。
“因煤而兴”——这是提到阜新时，避不开

的一句话。
阜新人提起海州露天矿，语气中难掩骄傲。

这里，一度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
1953 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期间，这里是全

国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工作的场景被印
在 1960 年版 5 元人民币的背面。

从 1953 年到 2003 年，海州矿累计为国家
生产了 2.1 亿吨煤炭。用 60 吨一节的火车皮运
输，连起来的车厢总长度超过 5400 公里——和
黄河几乎一样长。

在新邱，当时矿上的工作是辛苦的，但也是
幸福的，这种幸福，不仅仅来自建设国家的荣
耀感。

“我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是 52 块 8 毛
7。”66 岁的老矿工郑佰礼回忆，那时候的肉一
斤不到一块，每个月还可以领到白面。

在老人的记忆中，矿区的住户密密麻麻。一

栋一栋的小房子“像条形码一样”。条形码中心
的黄金地段是职工俱乐部，有 5 分钱的电影，唱
大戏的戏班……

美好的生活印证着“因煤而兴”的说法，语
句朗朗上口，像是一组对仗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在 20世纪 80 年代拉开序幕，随
着煤矿资源的枯竭，2018 年底，新邱区所有私
人小煤矿关闭退出，全区 121 年的煤炭采掘史
画上句号。

“条形码”内逐渐人去楼空，职工俱乐部已
然破败，年轻人像候鸟一样迁徙，新邱区留下长
5 公里、宽 3 公里、深 100 米的矿坑，还有占地 7
平方公里的两座煤矸石山。

“煤枯而衰”

当还是小学生的刘丽智穿越矿坑时，金跃
群在广西桂林一所学校教书。

多年之后，金跃群发现，在阜新还有一位校
友，但二人真正见面是在 2017 年的冬天。

金跃群回忆这位校友在当时说的话，“新
邱区现在除了 5 亿立方米的煤矸石，没有别
的东西，我们活不下去了”。

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决策下，作为固体废
弃物治理解决方案服务商中科盛联的环境工
程总工程师，金跃群拉着团队来到了阜新。

“我的直接印象就是，这里不适合人类居
住。”金跃群回忆道，“满目疮痍。”

弃置的煤矸石不仅占用土地，其内含的
硫化物逸出会污染大气、水体，同时有自燃造
成火灾的危险，也会产生大量扬尘。

除了环境问题，阜新的人口也向外流失，
2015-2019 年阜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全市户籍总人口在 4 年内减少
了 5.8 万人。

金跃群到现在都记忆犹新，2018 年，某
大学学生来矿区参观实习，他带着总经理过
去希望招纳人才，并挨个询问，但一车 50 多
人，没有一个愿意留下。 （下转 3 版）

坑底向上：一座东北老工业城市的“坡道转型”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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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 坝 ”变 身 记
大凉山扶贫产业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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