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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过去几年来改革已经大有作为，
新征程上改革仍大有可为。”

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坚定
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号令。

宪法修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雄安新区
建设、扩大对外开放、乡村振兴等一连
串重大改革连续推出，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深化学前教育改革等改革探索
陆续推开，自贸试验区改革、审批服务
便民化等改革举措接续推进……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全面深化改革新的举措一茬接着一茬，
新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一幅风生水
起、蹄疾步稳的改革画卷跃然如见。

“始终牢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推动，全面深化
改革承前启后、接续奋进，改革大业迈
入新阶段

改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

是决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

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如今已完
成过半。

越是进入倒计时，越是来到深水
区，就越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改革精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上，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
求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掀开
了中国改革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改革决心更坚定。党的十九大
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深化改
革”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内涵。

改革思想更明确。党的十九大总
结过去5年历史性变革，对全面深化改
革取得的重大突破作出集中阐释。作
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最根本成就，在
推进改革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

思想，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乘势而上、攻
坚克难。

改革方向更清晰。把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30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就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出部署。

改革脚步更有力。在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全
面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
依法治国实践、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保
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全面从
严治党等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158项改革举措。

改革，这一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旗帜
和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愈加鲜亮。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
如既往，把改革这件大事牢牢抓在手
中，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改革方案
亲自把关、改革落实情况亲自过问，先
之劳之、率先垂范，引领全面深化改革
开创崭新局面。

改革的种子，往往从基层实践中萌
发。在一次次深入各地各行业的调研

考察中，改革的思考更加成熟。
大雪时节，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

州却是碧水蓝天，暖阳高照。
党的十九大闭幕一个多月后，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到地方考察调研，第一站
来到江苏徐州。

“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生力军”“资源枯竭地区经济
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抓”……从发展实体经济到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再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
记为全面深化改革划出重点。

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
能收获别样的风景。从江苏到海南，从
湖北到山东，习近平总书记问改革之
效、强改革之识、聚改革之力。

4月的海南，生机盎然。
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规划馆、走进超级水稻展示田，了解
科技创新情况、关心信息化建设，对办
好经济特区提出明确要求、对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作出重大部署……习近
平总书记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指
明前进方向。

初夏的齐鲁大地，万物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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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生 水 起 逐 浪 高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述评

8月5日，我区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
饰设计大赛总决赛在呼和浩特圆满落
幕。学生组由杨海楠、佟骥超等多人分
别获得运动休闲装、职业装、时尚装、晚
礼服、婚礼服等奖项。成人组各项奖项
由张雪冰等人摘得。斯日格玛获得了帽
饰一等奖。

本次大赛是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的活动之一，由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自治区
文化厅主办，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文化
产业促进会、内蒙古民族服饰协会承
办 。 234 位 参 赛 选 手 提 交 了 1417 套

（件）作 品 ，有 100 位 设 计 师 的 698 套
（件）作品通过初评晋级总决赛。在现
场，61 名设计师携 382 套参赛服装参加
了总决赛，其中成人组 40 名设计师，学
生组 21 名设计师参加，参赛男子帽饰
达 41 款。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
大赛展演暨颁奖活动将在本月 13 日晚
8点在内蒙古体育馆举行。

文/图 本报记者 赵丹 王晓博

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
设计大赛圆满落幕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喜辉
刘宏章 李文明 王坤 王鹏

“巴彦浩特太美了，来之前和现在
的亲眼所见怎么也对不上号哩，民族
特色鲜明，文化气息浓厚，又很时尚现
代，绿化还这么好，真是个宜居又宜游
的好地方！”正在营盘山生态公园游览
的海南游客陈秀芬，一边拍照一边禁
不住赞叹。

站在营盘山上放眼望去，一幅满目
青翠、生机盎然的城市画卷徐徐展开：
宽阔整洁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各具特
色的城市建筑流光溢彩，碧水如镜的巴
音生态湖畔游人如织，古朴典雅的定远
古城气势巍峨，一座座生态公园街心花
园苍翠葱郁，一处处精巧别致的居民小
区坐落于青山绿水间……

与沙漠为邻的巴彦浩特，过去时
常遭遇黄沙“兵临城下”的窘迫，城市
基础设施也欠账太多。

“一定要补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的短板，建设疏朗大气、舒适宜居、独
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按照阿拉
善盟委、行署对中心城区建设的这一
定位，围绕“山、水、绿、色、线、房、市、
路、网、面”10个基本要素，巴彦浩特掀

开了城市建设史上崭新的一页。
2016年以来，全盟实施城市“双

修”工程90项，总投资约103.9亿元，
全力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布局得以优化，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人居环境日益改善，城市品
位逐年提升。如今的巴彦浩特，已然
成为一座让外地游客感到羡慕、本地
居民感到幸福的宜居宜游魅力边城。

大手笔勾勒园林城市——婷婷美
景入画来

7月8日上午，记者慕名前往位于
巴彦浩特城东、贺兰山脚下的贺兰草
原。蓝天白云下，碧草无垠，鲜花盛
开，敖包耸立，彩旗猎猎，昔日沙石裸
露、寸草不生的乱石滩，变成了景色宜
人、美不胜收的城市草原。微风吹过，
绿浪翻涌，花香袭人。

“以前这里除了水库，就剩下两座
光秃秃的土山了。现在建设得这么漂
亮，成了我们休闲踏青最爱来的地
方。我和家人经常来这里看看美景，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家住在附近的居
民娜仁花笑呵呵地说。

沿着木栈道走进贺兰草原深处，
数十名工人正进行草原修复作业。“贺
兰草原项目规划修复草原6万亩，从
2016年施工以来， ■下转第4版

“整容换颜”
构建宜居宜游新城乡
——“沙漠里‘长出’新产业”系列报道之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本报 8月 5日讯 （记者 李文
明）8月 5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下发
《关于收听收看中央媒体库布其沙漠
治理经验重点报道的通知》。

通知指出，近期，中宣部将我区库
布其沙漠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大
典型，组织中央和北京市媒体进行了
集中采访。从 8月 6日开始，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将刊发播出相关报道或系列报
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求是杂志、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

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
闻社、中国绿色时报和北京广播电视
台等其他媒体也将陆续推出理论文
章、评论言论、通讯综述、专家访谈、摄
影专刊及新媒体报道等。各地各单位
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及时阅读收听
收看，充分感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生动实践和真理力量，深刻领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的科学内涵，学习弘扬库布其精神，
为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学习弘扬库布其精神
为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日报记者 武卫政 刘毅 寇江泽 吴勇 张枨

黄河内蒙古段“几”字弯南岸，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与
河套平原交界地带，我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盘
踞于此。

库布其，蒙古语意为“弓上的弦”。奔腾不息的黄河
似弓，横亘东西、绵延360多公里的沙漠如弦。

库布其沙漠面积约1.86万平方公里，是离北京最近
的沙漠，直线距离仅有800公里左右。这里曾经生态恶
化，寸草不生，沙尘肆虐，被称为“悬在首都上空的一盆
沙”。

今夏，记者深入库布其沙漠腹地探访，看到的却完
全是另一幅画面：印象中黄沙漫漫的大漠图景始终未曾
遇到，反倒是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花棒、沙柳、柠条，让
人忘却了自己置身于沙漠之中。7月下旬，几场大雨过
后，沙漠腹地蓄出大大小小的水洼，水中耸立的株株灌
木看似水草一般，不时还有飞鸟掠过。“本以为这儿到处
是沙漠，不承想却像到了湿地。”有人说道。

近年来，库布其沙漠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雨水和游客
数量都在不断增多。眼下正是旅游旺季，众多游人在这
里流连忘返，沙漠中的莲花酒店、七星湖酒店一房难求。

一度死寂的沙海，如今绿进沙退，生机勃发，“库布
其”声名远扬。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六届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历来高度重
视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下转第2版

百 折 不 挠 ，创 造 绿 色 奇 迹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报道之一

从黄沙漫漫到绿意葱茏，
从“死亡之海”到“经济绿洲”。
几十年持之以恒搏击荒漠与贫
困，库布其书写的绿色传奇，为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树起一面
旗，也为世界荒漠化治理蹚出
一条路。

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
的癌症”。位于黄河“几”字弯
之南的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
七大沙漠，曾经是“如烟黄沙遮
蔽日，生机绿木断绝地”。几十
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
当地群众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历史巨变，被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
济示范区”。库布其治沙模式，
成功走向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
区，沿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步
伐，为更广袤的荒漠化地区带去
绿色希望，向世界提供了防治荒
漠化的中国经验。

库布其治沙之所以成功，
在于它践行了一种理念。增绿
又增收，治沙又治穷。几十年
来，库布其治沙面积达 6000 多
平方公里，创造生态财富 5000
多亿元，提供就业机会 100 多
万人（次），带动当地群众脱贫
超过 10 万人。“绿起来”也“富
起来”，库布其治沙，生动诠释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全
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更
加坚定，成效更加显著。库布

其治沙的主力军和领头羊亿
利集团这几年的治沙面积，相
当于前20年治沙面积的总和；
343 项治沙科技创新成果，有
290 多项都是这几年取得的；
许多重大生态产业项目，都是
这几年启动的。实践证明，加
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方面
积极性，集聚全社会力量，生
态文明建设就能不断迈上新
台阶。

库布其治沙之所以成功，
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模式。世
界范围看，荒漠化地区生态系
统的恢复和管理是普遍性难
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环境治理体系。”库布其治
沙，探索出一条“党委政府政
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
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
化创新”四轮驱动的“库布其
沙漠治理模式”。这种模式，
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使农牧
民成为库布其治沙事业最广
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
和最大的受益者，走出了一条
生态与经济并重的中国特色
防沙治沙之路。

库布其治沙的成功，在于
它激发了一种活力。在沙漠
边缘生活的人们选择以何种
方式发展经济，决定了治沙事
业能否可持续发展。人们说
库布其治沙，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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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持续推进沙漠治理，杭锦旗沿穿沙公路两侧栽种绿色植被、修复生态。
人民日报记者 吴勇 摄

生态文明建设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