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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之后肯定有大变化”
习近平在青海代表团谈玉树地震灾后重建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朱基钗

　　“总书记，扎西德勒！”
　　“扎西德勒！”
　　 3 月 7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洋
溢着温暖的气息。时隔 5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来到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藏族代表扎西
多杰一开口，总书记就热情回应了他。
　　扎西多杰来自玉树州。10 年前，他的家乡
发生强烈地震，家园受到严重破坏。当时，习近
平同志专程赶赴青海玉树地震灾区，看望慰问
灾区各族干部群众，考察灾后重建工作，带去了
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大灾之后，玉树人从废墟中站起，迅速重建
家园，脱贫奔小康。目前，全州 6 市县全部脱贫
摘帽，人均纯收入从 2015 年的 2970 元增长到
现在的 7000 元以上，社会主义新玉树巍然屹
立在雪域高原，实现了“苦干三年跨越二十年”
的目标。
　　听着扎西多杰的讲述，总书记表示：
　　“我是直接飞到玉树的。当时上到了一个
海拔 4000 多米的村子，那里破坏还是很严重
的。”
　　“在玉树州机关，我给机关干部说了一段鼓
劲的话。我说，大灾之后肯定有大变化，有你们
百折不挠的精神，有党中央全力支持，有全国人
民四面八方支援，大家一起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将来肯定会有一个新的玉树。”谈及往事，总书
记饱含深情。
　　“现在玉树街道更整洁了，房屋更坚固了，奶
茶更香甜了，我们真心希望总书记能再来玉树看
一看，到时我们再唱一支山歌给党听、给总书记
听。”扎西多杰的话语代表了玉树人民的心声。
　　“我很牵挂玉树，今天听了你的介绍，很高
兴。我相信，玉树还会发展得更好。”总书记说。
　　从抗震抗洪到战疫战贫，大灾大难的考验、

大战大考的磨砺，总能带来精神上的洗礼升
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力量之源。
　 　“只 有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筑 牢 初 心 使

命，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要
结合青海实际，充分运用红色资源——— 中
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玉树抗震救灾

纪念馆、班玛红军沟纪念馆、西宁市烈士陵
园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做
到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
前不退缩。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
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三年之间，“高质
量发展”的定语，从“我国经济”变成了“我
国”。
　　细微的表述变化背后，是怎样深远的
考量？
　　 3 月 7 日下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围绕“高质量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详细阐释。

“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
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谈起高质量发展，人们首先容易注重经
济领域，这当中有历史的原因。
　　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高
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
应该怎么走下去，是近年我国面临的一大
课题。
　　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
展”，首先针对的主要是经济领域。
　　实践不断推进，社会不断发展，认识也
在不断深化。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那种低水
平的、粗放式的发展，在各行各业都难以为
继了。
　　总书记对此看得深、想得透。
　　在起草“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建议的过程中，他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
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更不是局限于经济领
域”；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
指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
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在

“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高质量发展”都是
一条管总的要求，必须贯彻到经济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

要求”

　　今年全国两会，总书记选择在青海代表
团重点讲“高质量发展”，别有一层意味。
　　“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
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 总书记

的论述，体现出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在青海这样经济发
展相对欠发达的省份，如何落实“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是一道特殊的考题。
　　毋庸讳言，在现实中还或多或少存在这样
的认识误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达地区的
事情，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关系不大；欠发达地区
还是要先做到“高速增长”，再考虑“高质量”的
问题。
　　总书记的讲话，纠正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
　　那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做到高质量
发展？
　　总书记指出了明确方向——— 因地制宜、扬
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在国家
生态安全中地位举足轻重。对于青海高质量发
展而言，“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
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青海确
立了“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的发展战略，这既体现了生态保护
的政治自觉，也是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的正确
之举。

“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

　　在理解“高质量发展”上，还存在着这样一
种误区：这是不是一种在全球经济低迷、发展动
力不足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时之举”？
　　对这种认识误区，总书记也给出了明确回
答。他说，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
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
　　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推动高质
量发展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立足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选择。
　　毋庸讳言，同世界上其他所有事物一样，
发展方式本身也存在“惯性”。一句“必须长期
坚持”，传递了中央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坚定
决心。
　　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
党人不变的追求。“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高质量发展同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总
书记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高质量发展的着眼
点、出发点、落脚点。
　　必须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
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
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奋斗目标，高质
量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路径。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 正如今天新闻稿标题里相
互呼应的两句话：“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主笔：杨依军、黄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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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高”在哪儿？总书记这样解析

  3 月 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的审议。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
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
任，必须承担好维护生态安
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
水塔’的重大使命，对国家、
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
  3 月 7 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
时，语重心长地说。
  5 年前，2016 年 3 月全
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曾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同
年 8 月，又前往青海考察，
都对青海保护三江源提出
了明确要求。
  让我们跟着总书记一起
长见识。
  长江、黄河、澜沧江从青
海发源，大河浩荡，奔流不
息，滋养着广袤大地。
  青海省素有“三江之源、
中华水塔、亚洲水塔”等美
誉，是亚洲、北半球乃至全球
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启动
区，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生态
安全屏障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战
略地位。
  这片 7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向下游
输送 600 多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
  曾经，冰川、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锐减、过
度放牧、草原退化等问题，一度导致三江源地区
生态恶化。
  2005 年我国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到 2020 年，三江
源一期和二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总投资达 235
亿元。
  从生态治理、草原恢复到农牧民生态补偿
机制建立，在“生态保护第一”前提下，不断探索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道。
  2016 年，我国启动全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在青藏高原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
  试点启动以来，推出一系列改革，着力解决
当地局部生态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保护管
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开展一系列探索，成效
显著。
  形成“一个部门集中管理、一套体系管好资
源、一支队伍统一执法”的完整体系。
  构建“六位一体”生态管护模式，形成“点成
线、网成面”的科学管理体系。
  持之以恒的保护建设，换来了三江源头“千
湖美景”重现，各类高原珍稀野生动物频频
现身。
  三江源牧民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变迁的参
与者、实践者和亲历者。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牧民多布旦见证了生态环境重获新生的过程。
  “曾经，我的家乡草原退化、尘土飞扬。”多
布旦告诉记者，那时，草原上的黑土滩，如同身
体上遍布的黑色“癞疮疤”。
  “如今，草原再次披上绿装，村里有了生态
畜牧合作社，大家收入高了，交通、教育、医疗条
件不断改善。只要扎扎实实保护好生态，好日子
还在后头。”多布旦说。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长江、黄河、澜沧江出
青海省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源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超过 95%。
  三江源区水源涵养量增加到每年 408.95
亿立方米以上，年均增幅达 6% 以上。草地平均
覆盖度、产草量分别比 10 年前提高了 11% 、
30% 以上，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数量得到恢
复性增加。
  位于三江源地区的可可西里跻身世界自然
遗产地，成为我国平均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世
界自然遗产地，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 2 万只
恢复到 7 万只以上。
  易地搬迁、生态补助、生态畜牧、旅游体验
等举措，帮助当地牧民收入年均增长 10% 以
上，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行走在三江源大地，雪山在远处矗立绵延，
河水在脚下潺潺流淌，无边草原犹如一张绿绒
毯。牧歌悠扬，牛羊肥壮，万物生长。
         记者：李占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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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过去，当地滥采乱挖现象比
较严重，植被和草场退化。如今，生态好了，
老百姓搞起了特色种植业、农家乐，吃上了

“生态饭”。“我们一定按照总书记要求，坚持
生态优先，让草更绿、林更茂。”孔庆菊说。
　　和煦春风，又绿江南。“习近平总书记去
年在浙江考察时，对安吉提出了新期望。”安
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表示，安吉干部群众将围
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主线，持续深化“两山
银行”、“无废城市”、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集
成改革，力争“十四五”时期形成绿色产业发
展新格局。
　　“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在全国政协 委
员、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屹看来，生态环保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助推器，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坚持生态优先”
的要求。“经过不懈努力，相信未来碧水、蓝
天、净土将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记者秦交锋、胡喆、马卓言、邹多为、王浡、
陈诺、王阳、杨玉华、骆晓飞、央秀达珍、王俊禄）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跟着总书记长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