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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图，“画”出中国 2025 新模样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记者熊
争艳、刘红霞、高敬）“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超 7 万
字，配了 7 张图。
　　这 7 张图，分别展示了我国能
源、粮食、城市、生态、交通等方面未来
5 年的部署，放在一起则勾画出 2025
年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样子和我们生
活的变化。

  能源：灯还是原来那盏

灯，电不是原来那种电了

　　第一张是“十四五”大型清洁能源
基地布局示意图。图中，西电东送的总
体格局没有改变，但内涵更丰富。
　　布局的核心词是：清洁。
　　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水电基地。
　　清洁能源基地有 9 个，分别在金
沙江上下游、雅砻江流域、黄河上游和
几字湾、河西走廊、新疆、冀北、松辽。
　　海上风电基地在广东、福建、浙
江、江苏、山东等。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杜忠明认
为，这一布局不是简单考虑电力调配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锚定从高污染高
排放到低污染低排放的能源格局之
变，这是我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
诺作出的负责任的战略安排。
　　当然，也不是说，我国就要彻底放
弃传统电源了。杜忠明说，我国已建成
的西电东送基地主要以水电、火电等
传统电源为主。随着近年来清洁能源
产业快速发展壮大，“十四五”时期，我
国西电东送将以综合能源基地开发为
主。综合能源基地开发以风电、太阳能
发电、水电等清洁电源为主，并因地制
宜地配置必要的基础性电源，以及合
理比例的储能设施。
　　对老百姓来说，这一布局意味着
什么？举个例子，生活在武汉的老刘，
原来家里一开灯，用的可能是煤电，往
后，灯还是那个灯，由于能源电力领域
供给侧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革，电
将更多地来自“绿电”。

  粮食：饭碗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区布局示意图，以白色为底，以
绿、红标识的两个区域，代表着我国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关系到我国 14 亿人能不能吃得
饱、吃得好。
　　绿、红两个区域整体上位于“胡焕
庸线”以东。
　　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代表的粮食
生产功能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
中部地区。在“胡焕庸线”西北、黄河几
字弯的左拐角上，也有一块绿色，那是
被称为“塞上粮仓”的河套平原。
　　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天然
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星星
点点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中部、西
南地区以及海南岛。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耕地数量保护
和质量提升，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
院长赵皖平认为，这样的布局，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他注意到，近两年我国每年建设旱
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8000 万亩，今年
计划建设 1 亿亩高标准农田，任务量比
去年明显增加。而规划纲要草案提出，
建成 10.75 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好的耕地一定要保障口粮，高标
准农田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赵皖平
说，不仅如此，这也是促进乡村振兴、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抓手。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示意图中
白色区域，基本与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区和北方防沙带重合。联系起来看，生
态屏障建设可为粮农安全护航。

  城市：以人为核心，推动

城市群发展

　　城镇化空间格局示意图的骨干是

五条纵横交错的曲线。
　　横向，一条是东起连云港、西至阿
拉山口的陆桥通道，一条是沿长江通
道；纵向是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
这就是规划纲要草案说的，“两横三
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图中标注了 19 个城市群。目前
这些城市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依据
规划纲要草案，未来 5 年，它们承担
不同的使命：
　　优化提升 5 个——— 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

　　发展壮大 5 个——— 山东半岛、粤
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城市群。
　　培育发展 9 个——— 位于东北、中
西部的城市群。
　　“要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结合近期的
城市体检报告分析，目前存在城市
中心区人口过密、功能布局不均衡、
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不足等问题。今年将实施八个方面

的城市更新行动。
　　规划纲要草案强调“疏密有致、
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
格局，也指出要形成“多中心、多层
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
　　“这样的城市群是数亿中国人
的期盼，意味着既居住在山水田园
环境中，又能享受城市现代化公共
服务。”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
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集中在“三区四带”

　　这是关于家园的图——— 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布局示
意图。这张被深深浅浅绿色铺满的
图，展示今后 5 年我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布局。
　　“十三五”规划中有一张“全国
主体功能区示意图”，侧重从开发视
角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
这张图，紧扣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可见对生态建设的重视。
　　从图中看，未来 5 年我国生态
屏障建设集中在：
　　“三区”———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
态区；
　　“四带”——— 东北森林带、北方
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主任高吉喜介绍，“带”一般是条状
的，“区”则更多强调区域性。“三区
四带”是我国生态屏障构建的重要
组成部分，现实是这些地方生态问
题较为突出。未来 5 年加大保护和
修复力度，正是基于现实、突出重点
的部署。
　　规划落地，要以具体的工程项
目为支撑。图中几十个绿色圆点，代
表今后 5 年我国计划实施的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重点工程。
高吉喜说，今后国家的资金投入、实
施的重大工程会以“三区四带”
为主。
　　以北方防沙带为例，今后 5
年，防护林体系建设、退化草原修复
等工程落地实施，这里将新增沙化
土地治理 750 万公顷、退化草原治
理 270 万公顷。黄沙渐退、绿意铺
展，中国人的治沙传奇将在这里
延续。

  交通：“轨道上”的京津

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

基本建成

　　前面讲了 4 张全国性的图，现
在讲 3 张区域图，它们展示到“十
四五”末基本建成京津冀、粤港澳大
湾区、长三角轨道交通网。
　　“它们是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最
快的三个区域。”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铁
路办事处主任吴向东说，以长三角
为例，到 2025 年底，长三角铁路营
业里程预计达 1.7 万公里，其中高
铁 9500 公里，除舟山这样四面环
海的城市，长三角所有地市通高铁。
　　轨道交通，具体说，由四张网构
成。最大的是国家级高速铁路网，

“八横八纵”格局；其次是城际铁路
网；再次之是市域（郊）铁路网；最小
的网是城市轨道交通，即地铁。
　　根据规划纲要草案，未来 5
年，第二张网和第三张网将增加运
营里程 3000 公里。地铁也将新增
运营里程 3000 公里。
　　四张网在逐渐联通。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科技开
发公司总工程师钱春阳说，今年底
高铁将覆盖广东省所有 21 个地
市，未来要推进四张网的深度融合、
无缝对接。
　　吴向东说，由于信号、供电等标
准的不同，四张网完全融合有难度，
但便捷的换乘正在实现，很多车站
有了零换乘、同站台换乘、旅客最短
距离换乘等设计，出行更方便。
　　通过 7 张图，看到了令人向往
的 2025 。让我们一起用行动把蓝
图变成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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