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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五月的东北，禾苗青青，生机勃
勃。

三年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
干意见》对外发布，拉开了新一轮东北
振兴战略的大幕。

三年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东北滚石上
山、攻坚克难，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看未来，还有一处处激流险滩要
过，还有一个个雄关险隘要闯，唯有瞄
准方向、保持定力，一以贯之、久久为
功，才能迈向振兴！

事关全局的国家战略
今年一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

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
6.1%、2.4%、5.3%。其中，占东北经济
半壁江山的辽宁，经济增速时隔四年
多再次回到6%以上；当季民间投资增
长1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9个
百分点。

“整体看，东北经济正在走出低
谷。”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
说，这也表明，中央实施的新一轮东北
振兴战略初见成效。

2016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对外发布，擘画了
未来15年东北振兴蓝图，强调要像抓

“三大战略”一样，持续用力，抓好新一
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

春雷动地万物兴。由此，一系列
重大政策举措在东北大地密集落子铺
开。

三年来，《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
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
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
见》《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等连续
发出，一套政策“组合拳”连环打出，既
有效遏制了东北经济下滑，更从长远
指明了东北振兴的方向和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四下东北考察调研，两次主持召开座
谈会；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四次来到东北三省的代表团，共商
振兴大计。

一次次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
为东北把脉开方。

找病根一针见血，透过现象抓住
本质——

2015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
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
谈会上指出，目前东北地区发展遇到
新的困难和挑战，这其中有全国“三期
叠加”等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东北地
区产业结构、体制机制等个性方面的
原因。

定方位着眼全局，抓住重点带动
面上工作——

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
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
强调，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
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
局。

开药方辨证施治，务求治本久久
为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东北
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要从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把
握。他强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
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

从长春座谈会提出推动东北振兴
“四个着力”，到沈阳座谈会提出深入
推进东北振兴六方面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夯基筑台，立柱架梁，搭建起
新时代东北振兴的新格局，开辟了东
北浴火重生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东北
振兴迈上新的历史起点。

触及灵魂的深刻蜕变
唯有改革！
面对如何加速创新发展，共和国

汽车工业的长子中国一汽集团以行动
做出回答：大幅度机构改革，大范围人
事调整，全方位品牌重塑，全员性出谋
划策……一汽集团近年来一系列“外
科手术式”改革引发振动。

是什么让改革的决心如此坚定？
2017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全国两会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提出
“三个推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推进干部
作风转变。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当时为之一振。‘三个推进’不就
是我们扭亏为盈的金钥匙吗？”辽阳石
化总经理白雪峰说，老国企只有通过
改革激发起干部职工积极性，才能在
新时代创造新辉煌。

通过深化改革，辽阳石化涅槃重
生。2017年公司一举扭亏，盈利 3.3
亿元，2018年上缴利税83亿元。

改革的是企业，触动的是灵魂。
一汽、辽阳石化的改革，正是东北国
企、东北干部、东北人观念转变的一个
缩影。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

“解放思想”——面对老工业基地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时代课题，习
近平总书记一语中的。

三年来，东北大地营商环境通过
改革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一重、辽阳石

化、东北特钢等一批大型企业通过改
革起死回生。问及其中奥秘时，政府
干部、企业的掌门人都说：解放思想！

思想的蜕变还来自攻坚克难、滚
石上山过程中的痛。

三年前在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办公
室内，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心里发
慌”。经济下行不可怕，但库里没项
目，经济没后劲，这在历史上没有过！

痛则变。
2016年底，辽宁出台了东北地区

首部规范营商环境建设的省级地方法
规；2017年，辽宁成立全国首个省级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机构。吉林、黑龙
江也相继跟进。

黑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员时鹏远说，黑龙江为营商环境立法，
征求意见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
有。

何止是痛，蜕变来自“死亡”的洗
礼。

“破产重整”——2016年，东北特
钢这个冠以“东北”名头，拥有百年历
史的“国字号”企业轰然倒地。“债权人
会议上，债权人把我骂得就想找个地
缝钻进去！”曾参与破产重整工作的一
位国资管理部门负责人回忆说。

然而，2019年初的东北特钢厂区
内，厂房外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厂房内
通红的钢材在轧机上循序穿行。过去
一年，集团铁、钢、材产量均超过历史
最好水平，经营上扭亏为盈。

是什么带来涅槃重生？——混
改。

“我只是让这个企业变得像一个
企业！”沙钢集团派驻到东北特钢担任
董事长的龚盛谈起一年多的巨变云淡
风轻，但对东北而言振聋发聩。

春雷惊蛰，风生水起。今年以来，
一个个重磅改革接连落地。

沈阳市政府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签订战略重组沈阳机床集团框架协
议；黑龙江省正式成立七大产业投资
集团，是全省国企改革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战略重组；招商局集团出资
整合大连港、营口港两大港口，一举改
变了辽宁沿海两大港口恶性竞争的局
面……

闯关逐梦的崭新征程
五一小长假，位于沈阳市铁西区

的中德装备园却格外忙碌。
这是宝马集团去年斥资 30亿欧

元新投资建设的沈阳铁西新工厂项
目。“宝马来了，还会带来很多小马
驹。”中德产业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郭
忠孝说，以宝马为依托，未来这里将成
为辽宁乃至东北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今年 3月，全球石油巨头沙特阿
美石油公司与中方企业共同在辽宁盘
锦投资100多亿美元的大型化工合资

企业揭牌成立；去年9月，英特尔大连
非易失性存储二期项目正式投产。

一个个重大项目依次落地，一组
组经济数据企稳向好……东北就此无
忧了吗？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
深化改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
推进东北振兴提出的明确要求。”辽宁
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说，过去三年
来，东北三省营商环境建设从简政放
权的“1.0阶段”，迈向树立服务意识的

“2.0阶段”，但是如何迈向形成适合产
业发展的生态系统的“3.0”阶段，还要
迎接非常艰难的挑战。

未来的东北，改革要继续挺进深
水区——

“健全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机制”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对民营资本不
设准入门槛、不限持股比例、不限合作
领域”……去年以来，东北三省就发展
民营经济推出一系列新举措，“让市场
做主”正从共识转化为行动。

“在东北振兴进程中，民营经济不
是当配角，而是要唱主角。”梁启东说，
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可以培育市场的
力量，培育创新的土壤。民营经济是
东北体制转轨和机制再造的重要推动
力。

未来的东北，创新需要再加力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
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

2018年，辽宁、黑龙江两省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9.8%和
11.2%，吉林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
巨 人 企 业 数 量 分 别 增 长 69.8% 、
161.1%。

“100万元”“1000万元”“4000万
元”——这是初创于2015年的工业无
人机生产企业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
限公司最近三年的销售成绩单。“成长
迅速，但体格还小。”公司总经理张黎
说，高速成长是高新技术行业的普遍
性特点，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高死亡
率。东北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出生提供
了土壤，在其成长期间也给予了扶持，
但和需求相比还不够。

未来的东北，开放需要再扩大
——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开放合作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对
东北走向世界寄予厚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说，东北的区位和产业优势突
出，加快融入“一带一路”，构建东北对
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正当其时。

（记者 牛纪伟 徐扬 汪伟
王君宝 姚湜）

（新华社沈阳5月13日电）

浴 火 重 生 再 出 发
——写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三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 5月 13 日电 （记者
侯晓晨）巴基斯坦瓜达尔明珠洲际酒店
日前遭遇恐怖袭击。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将继续
坚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5月
11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附近明
珠洲际酒店遭恐怖袭击。“俾路支解放
军”下属“马吉德旅”已宣称对袭击事件
负责，称袭击目标是酒店内的中国及其
他外国投资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
否有中国公民伤亡？

“中方强烈谴责针对瓜达尔明珠洲
际酒店的恐怖袭击，对在袭击事件中牺
牲的巴方人员表示哀悼，对遇难者家属

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耿爽表示，据中
方向巴基斯坦有关方面了解，尚无中国
公民伤亡报告。

他说，巴基斯坦安全力量及时采取措
施，迅速消灭恐怖分子，有效保障瓜达尔
地区安全稳定及当地中方人员和机构安
全，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中方将继
续坚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认为巴基斯坦
政府和军队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我们注意到，伊姆兰·汗总理谴责
此次袭击事件企图破坏巴基斯坦经济和
繁荣，强调巴不会允许恐怖图谋得逞。”
耿爽表示，中方一贯支持巴基斯坦国家
发展，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生改善。

外交部：强烈谴责
巴基斯坦酒店恐袭事件
继续坚定支持巴反恐努力

□新华社记者 刘石磊

美国近来又出现指责中国“盗窃知识
产权”的声音。这种指责的动机显然不单
纯，指责本身更是罔顾事实，站不住脚。
对于中国科技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努
力视而不见，不厚道；对于国际技术交流
和创新合作进行“双标”解读，不公道。

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成果量质齐升，
有目共睹。去年，中国已成为国际专利申
请第二大来源国，并跻身世界最具创新力
经济体20强。如今，中国在信息通信、航
空航天、高铁、核能等领域掌握了一批核
心技术，由跟跑转为并跑、领跑的领域日
益增多。应用创新井喷，基础科研突破，
这些成果偷不来、抢不来。

中国取得如此成就，背后有政策支
持、开放合作等主观努力，有市场巨大、人
才众多等客观条件，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
原因，恰恰就是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中国
早已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驱动发
展的“刚需”，是国际贸易的“标配”。

正因如此，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是空
喊口号，而是付出了正心诚意、艰苦卓绝
的努力。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加大侵权行为惩处力度，提高
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取得显著成效。

“非本国居民知识产权申请量”是反
映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营商环
境的“风向标”和“晴雨表”。2017年，中国
非本国居民商标注册申请量、非本国居民
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
位。2018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14.8万件，同比增长9.1%，实现“十三五”
以来最快增速……

知识产权保护的努力，让中国更具吸

引力。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等多个场合，许多外商纷纷肯定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努力，对在华营商环
境充满信心。美国美光科技公司总裁桑
杰·梅赫罗特拉说，创新需要开放的市场、
建立健全法治保障，而中国正在以实际举
措推进这些方面进展，“我们希望能够成
为中国的合作伙伴，融入中国高质量发
展”。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也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赞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
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中国将知识产权
置于战略高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并表
现出长期政策决心，这是“其他国家值得
学习的一课”。

全球反假冒组织还授予中国海关全
球唯一的“反假冒最佳政府机构奖”。

日本前专利厅长官荒井寿光去年底
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刊文指出，中国专利
申请数量激增，“是中国政府奖励创造发
明取得的成果”；“在货真价实的知识产权
领域，日本已经被中国赶超”。

荒井寿光还直言，中国的技术和知识
产权实力迅速提高，“美国倍感威胁，试图
压制中国”。他认为，双方现在的贸易摩
擦正发端于此。

数字和事实证明，中国尊重和保护知
识产权的态度是认真的，行动是有效的。
污蔑中国“偷窃”知识产权是对历史和现
实的严重歪曲。中国的创新成就一不靠
偷，二不靠抢，而是十几亿中国人民靠智
慧和汗水奋斗出来的。

创新和知识产权绝非美国的独家“专
利”，应用知识产权、推动经济社会进步也
不是美国独享的权利。别有用心的指责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说”，可以休矣！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说”可休矣

■上接第1版 改造之后，岱海电厂使
用鸿茅镇污水处理厂中水作为主要水
源。在2018年机组改造期间，岱海电厂
就不再使用岱海湖水，也不再向岱海排
水。岱海发电公司设备部部长张富宏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改
造投入资金30个亿，每年还得花几个亿
的运营成本，将大幅压缩企业盈利空间，
但为了留住岱海，值了。”

为了那片海，乌兰察布和凉城两级
林草、水利等相关部门也行动起来，完成
了4.3万亩生态林建设，对岱海湖129.7
平方公里内湿地进行了清理整顿，严禁
乱垦、乱种、乱牧、乱渔、乱建。

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岱海水质
恶化趋势得到控制，水量及地下水位有
所升高，湖体生态功能逐步恢复，流域内
林草覆盖率大幅提升，滩涂湿地草木茂
盛，形成55平方公里湿地、45平方公里
草原的壮美景观。

“等过两年你们再来，到时候岱海会
更美。”离开凉城时，李瑞宏向记者发出
了邀请，邀请声中，显露出了对岱海未来
的强烈信心。

为了那座山，他们60年执着坚守
从兴和县出发，不到半个小时就到

了苏木山，经过几道防火检查之后才到
山脚。可惜的是，因为一场大雪，根本无
法进山。

苏木山林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今正是防火期，防火是林场的第一要
务，这场雪可是帮了大忙了。”

4月的苏木山，一派“人间四月芳菲
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情景。尽管无法
进山，但从山脚下依然能够领略苏木山
的层峦叠嶂、松涛阵阵和潺潺流水。很
难想象，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更
难想象，要人工种植这样一片林海，究竟
需要付出多少汗水？

我们拜访全国劳动模范、苏木山林
场第二任厂长董鸿儒的时候，这位苏木
山第一代造林人虽已年近80岁，但说起
当年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

1958年，19岁的董鸿儒参加工作，
被派往苏木山。“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
有房子，只能自己脱土坯拣树枝盖简易
的棚房，山里不通路，上山下山只能靠步
走。”董鸿儒回忆道。

来到苏木山的董鸿儒，用1年的时

间走遍了整座山，将苏木山的土壤、植被
和气候信息梳理成一份调研报告给县
里，提出在苏木山设立林场的可行性建
议。1960年，经自治区林业厅勘察设计，
苏木山林场成立，赵守礼被任命为首任
场长，和董鸿儒两个人担负起造林重任。

林场建立之初，一连串的打击就接
踵而至：

林场没有工人，他们就去附近的村
里招人，和生产队长说好话，磨了人家好
久，才勉强招到了八九个人；林场也没有
粮食，他们就去借粮食、挖野菜；和这些
相比，最沉重的打击是1960年他们辛辛
苦苦种下的300多亩杨树，第二年就全枯
死了。县里知道这事儿后，一度要将苏
木山林场下马，还是赵守礼和董鸿儒赶
到县里，立下了“军令状”，县领导被他们
的执着打动，才决定再给他们3年时间。

1963年，林场决定到河北省承德市
围场县学习考察，寻找适合苏木山生长
的树种。董鸿儒告诉记者：“这次外出学
习，让我们决定在苏木山试种落叶松，我
们背回来80斤树种，自己造工具，经过1
年的育苗，1964年秋天种了800亩，第
二年90%以上的都活了，当时那个高兴
啊，水土流失、山洪频发的苏木山终于有
救了！”

从1964年开始，苏木山确立了以华
北落叶松为主的造林方案，此后的十几
年间，苏木山的林地面积以每年少则
5000亩，多则1万亩的速度增长。

造林成功后，1965年，乌兰察布盟国
有林场现场会在苏木山召开，会上介绍苏
木山经验，让乌兰察布适合种植落叶松的
林场都种植落叶松。自此，华北落叶松的
种子从苏木山撒向了乌兰察布大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林场逐步由
造林改为营林。董鸿儒说：“植树造林讲
究‘三分造、七分管’，造林任务少了，但
林场的任务一点儿没少，9个月防火，4
个月防虫，比过去忙得多。”董鸿儒告诉
记者，最让他欣慰的是，随着苏木山林场
生态景观越来越美，当地的旅游事业逐
步发展，周边村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对于赵守礼和董鸿儒这些造林人来
说，林场就是他们最大的牵挂，他们宁愿
自己生病，也不想看见树长虫。董鸿儒
说，老厂长赵守礼弥留之际，依然叮嘱他
要做好防火工作，别让树长虫。

几代人60年的努力，几代人一甲子
的坚守，才有了脚下这片面积 18.6 万
亩、价值50多亿的森林。“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代代造林人的手中
化为了现实。

如今，董鸿儒每年都会回苏木山林
场几次，看看自己工作的地方，摸摸自己
亲手种下的树。看着这片林子被守护得
越来越好，董鸿儒说：“能让这片荒山变
成林海，我们这一辈子的辛苦，值得！”

为了那座城，他们化不可能为可能
“这还是白灰山吗？”已经十多年没

有来集宁的河北顺平人李胜利望着眼前
的绿树成荫、松涛阵阵，表情中满满的都
是难以置信！

事实上，别说是外地人，即便是土生
土长的集宁人，第一次看到经过治理之
后的白泉山时，也是这样的表情。

李胜利口中的白灰山，就是白泉
山。2010年之前，白泉山上到处都是白
灰石，由此得名。因为白灰石一见水就
有化学反应，升腾出热量能将各种树木
都烧死，山上几乎寸草不生。

在这样的地方大规模植绿，几乎是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要将乌兰察布这
个建在玄武岩上的城市打造成为国家级
园林城市，在外地人的眼中更是一件无
比疯狂的事情。

面对困难、面对质疑，乌兰察布人没
有被吓到，也没有辩解，而是展现出了敢
于攻坚克难的魄力及可贵的创新精神，用
实际行动干脆利落地回应了那些质疑者。

回忆起当年荒山种树的情景，集宁
区林业局副局长何瑞平很是感慨：“山上
缺水，老百姓也因为多年都没种活树而
反对用自来水，我们就打了30眼井，解
决了灌溉问题；山上缺土，就用破碎锤在
白灰石上凿出直径1.8米深度1.5米的
树穴，把原本的土拉走，换上建设新区挖
出的废土以及从远处荒山上挖来的新
土，再种植苗木。”

除了打井、挖坑、换土，乌兰察布一
改往日简单粗放的栽植模式，综合采取
了树穴覆膜、增施保水剂、生根粉，树体
输液、喷淋树冠等一系列科学保活的新
措施，让树种的成活率最高达到了
98%。寸草不生的白灰山披上绿装，变
成了如今绿意盎然的白泉山。

除了白泉山，老虎山和卧龙山也通

过精心规划建设，让“石山变土山、土山
变绿山、绿山变景观”。

青山绿水本为一体，有了青山，怎能
缺了绿水？荒山重新披上了绿装，集宁
区的河、湖的生态质量也大幅提升。

通过集中治理，霸王河从一条又臭
又脏、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水沟，变成
了广大市民的生态观光体验区、城市人
文景观区和生态湿地恢复区。

通过集中整治，泉玉岭河依托现有
水域资源，突出亲水生态、回归自然特
色，成为了集休闲、生态、娱乐、度假为一
体的城郊旅游胜地。

“三山两河”五大生态工程的推进，
是乌兰察布市实现绿色发展、打造宜居
新城的缩影。做好“山”“水”“绿”三篇文
章的乌兰察布，绿荫环绕、水天一色，犹
如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缓缓展开。

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乌兰察布
市完成重点生态工程 827 万亩，建成

2566公里绿色生态长廊，每个旗县建成
1个万亩义务植树基地和1个万亩生态
公园。其中，仅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工程
就栽植各类树木3000多万株（丛），是建
国60多年来植树造林累计总数的6倍，
全市城镇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34.04%和37.17%。

今日的乌兰察布，荒山披上了绿装，
河流恢复了清澈。昔日的“狂风肆虐、飞
沙走石”的边陲之地，变成了今天“碧水
黛山、花草掩映”的休闲之都、生态之
都。“国家园林城市”“建在玄武岩上的美
丽园林城市”等荣誉，青山绿水的美好生
活，就是对这座城市、对这里生活的人们
的最好奖励。

蹲点手记：
曾经，这里被戏称为“地下无宝、地

上无草”，也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的说法。狂风卷起的漫天黄沙里，人
们的生态意识逐渐觉醒。

如今，这里是“国家园林城市”，集宁
霸王河、凉城岱海、兴和苏木山……都是
游人的最佳去处。徜徉在青山绿水中，
人们坚定了绿色发展的信念。

这里就是乌兰察布，绿浸染到这里，
这里就是一抹苍翠，一片葱茏；绿绵延到
这里，这里就是一座青山，一带芳林；绿流
淌到这里，这里就是一泓碧水，一道锦屏。

昨天，“绿色”曾让乌兰察布人憧憬，
让乌兰察布人渴望，更让乌兰察布人付
出。今天，“绿色”依然让乌兰察布人珍
惜，让乌兰察布人呵护，更让乌兰察布人
追求。

有了这份对绿色的不懈追求，有了
这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执着坚守，乌兰
察布一定会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乌
兰察布的明天，一定会是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人民群众更幸
福的美好明天。

建 在 玄 武 岩 上 的 园 林 城 市

作为乌兰察布“三山两河”的一景，霸王河生态公园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灵气。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