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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赴浙江考察，来
到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对当地
发展绿色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做
法给予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着
各地干部群众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效益更好转
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坚定走出一
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努力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
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来尝尝我家的笋丁青团！”民宿主
人潘春林正在院子里招呼几位江苏游
客。近期国内疫情逐渐好转，他接到的
订单也多了起来。“余村山青、水净、空
气好，近几天不少客人主动联系我要过
来。”

曾经的余村，并非如此美丽动人。
上个世纪末，余村靠炸山开石矿、兴办
水泥厂，经济虽有发展，却留下满山的
伤疤、飞扬的烟尘、横流的污水。

2005年 8月 15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到这里考察，得知村里关闭
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给予
了肯定，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潘春林以前是石矿的一名拖拉机
手。矿山关闭后，余村发展特色农业、
休闲旅游等富民产业。潘春林办起了
村里最早的民宿，现在年收入比在矿上
工作时增长了几十倍。

“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全域旅

游打通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化
通道，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安吉县委书记
沈铭权说，去年安吉县全年接待游客
28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88.2
亿元。

理念的转变，带来了发展方式的变
革，也换回了大地山川的靓丽容颜。

4月 1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珠山镇龙家村综合服务平台广场前，一
些村民正在锻炼身体。广场两侧干净
整洁的房舍与生机勃勃的树木相映生
辉。这片老矿区正在“蝶变”。

零陵素有“湘南锰都”之称，从 20
世纪 50年代起，因无序采矿严重破坏
地质安全和生态环境。

近年来，零陵区开始严格规范锰矿
开采，同时加速矿山整合及绿色矿山建
设，恢复植被，治理河道……以前河水
浑浊，被乡亲们戏称为“小黄河”，现在
有的河段水质已达到国家二类水标准，
河水清澈，时常可见鱼儿嬉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和行动。”珠山镇
镇长唐丁荣说，“过去我们欠了很多账，
现在要加快还账，同时不再欠新账，全
面转向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扎实推进新
型城镇化，带动建设好美丽乡村。

漫步余村，移步换景的农业观光
区、生态旅游区、美丽宜居区，被一条开
满鲜花的乡村绿道串联。

“15年来，全村百姓的生产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房变成了乡
村别墅，家家都有小汽车。”当年的村党

支部书记鲍新民说，“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美丽乡村建设在余村变成了现
实。”

村里实行了垃圾分类，每家每户的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由专人统一收集转
运，乡道上再难觅垃圾踪影。游客在绿
道漫步，偶尔停在油菜花丛中自拍。今
天的余村，已成为一个开放式大景区，
美丽乡村建设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
答卷。

春日午后，暖阳怡人。一条条青石
板小巷两侧，杨柳吐出新绿，为原始古
朴的小巷镶上了绿色的“花边”。

“石板路透水透气，雨天积水能下
渗，既生态又环保，是‘会呼吸’的路。”
山东省五莲县扶贫办主任丁伟说。

2017年起，这个县每年投入5000
万元实施“巷巷通”工程，鼓励群众就地
取材，采用原石、毛石、花岗岩尾料等板
材对村内小巷进行硬化。“巷巷通”让村
民们告别了“雨天满脚泥，晴天满街
土”，村容村貌也得到很大改观。

丁伟表示，交通更便利、物流更畅
通，电商经济还让当地优质的苹果、梨、
板栗、小米等农产品顺利出山，带动当
地脱贫致富，“改造村路等工程，让五莲
县乡亲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为我
们步入农业农村现代化铺就了‘腾飞
路’！”

建好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
山？这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
的一道必答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溪湿地考察时
明确指出，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
境，不能搞过度商业化开发，不能搞一

些影响生态环境的建筑，更不能搞私人
会所，让公园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
空间。”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党委书记、主任何蕾说，多年来
我们一直坚持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
让这片得天独厚的城市湿地能够原生
态留存。“我们要把总书记的要求作为
初心和使命，更好地保护这片湿地，让
更多游客、市民能够亲近自然，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与城市的繁华热闹截然不同，刀耕
火种、烧柴取暖，曾是我国独龙族世代
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这种生产
生活方式已成为“过去式”。

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云南省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的群
众发展种植草果、重楼等绿色产业，走
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路径。

“过去种玉米、芋头和土豆等农作
物，不仅产量低，有的还会引起水土流
失。”独龙江乡党委书记余金成说，如今
独龙族群众发展草果、重楼、羊肚菌等
绿色产业，已初具规模。2019年底，全
乡草果种植面积6.8万亩，种植户仅草
果一项人均纯收入就达到2700元。

“独龙江拥有独特的峡谷风貌和人
文风情，发展旅游潜力巨大。习近平总
书记这次在浙江考察时的讲话，更加坚
定了我们走生态旅游道路的信心。我
们要努力让独龙族群众在绿水青山里
创业增收。”余金成说。

（记者 高敬 胡璐 李亚彪 王
俊禄 殷晓圣 朱涵 吴帅帅 王凯
史卫燕 赵珮然）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让绿水青山更美 金山银山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激励各地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民日报评论员

1990年 4月 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
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一国
两制”方针由构想变为现实进程中里程
碑式的事件。30年星移斗转，香港基本
法经历了实践的充分检验，展现出强大
生命力。实践证明，这是一部能够为“一
国两制”伟大事业提供根本保障的好法
律，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继续向前迈进
的基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根
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
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
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

‘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
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
法律保障。”30年后的今天，回顾香港基
本法制定、实施的不平凡历程，总结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与
有益经验，对于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
样、不变形，继续推进基本法全面准确贯
彻落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必须牢牢把
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把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任何
时候都不能偏废。“一国两制”的提出首
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这是

“一国两制”的初心和本源。牢固树立
国家观念是香港基本法实施的核心要
求，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特别行政区
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切
实履行基本法关于立法维护国家安全
的宪制性责任，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
任何危害国家统一的行为和活动，坚决
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
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真正
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的责任，维护特别行政区的长治久安。

必须准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关
系，守牢“一国”底线，厘清“两制”边界，绝
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
为。“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
国”之内。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
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高度自治源自中央的授权，任何危
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
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一国两制”底
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基本
法，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地
位。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
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
切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符合宪
法和基本法，以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作为最高准则。全社会都应该自觉尊
崇宪法和基本法、遵守宪法和基本法
的规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

必须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
信，不为一时之曲折而动摇，不因外部之
干扰而迷惘。“一国两制”从创造性构想变
成生动现实，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展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
优势。与此同时，“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前
无古人的政治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
问题、新挑战在所难免，也凸显了完善“一
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
央和特区都有责任在全面检视宪法和基
本法实施情况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
度和机制，这不仅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一
般规律，也有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始终紧
密相联。“一国两制”是香港的最大优
势所在，香港基本法为香港的发展开
辟了广阔空间。中央坚持“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决心坚
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不忘初心，
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
港一定能在参与、融入国家进步和民
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谱写更美的华
章！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不忘“一国两制”初心
切实维护基本法权威
——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新华社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浙江考察期
间，来到 15 年前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地方——安吉余村，调
研绿色经济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情
况。3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再
次强调：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
常新的美丽中国，传递出坚定不移走绿
色发展之路的鲜明信号。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百姓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将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从长江沿岸“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到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从全面打响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到扎实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
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充分证明，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
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发展利
国利民、功在千秋，这条路子是正确的，
要坚定不移走下去。

坚持绿色发展，贵在久久为功。余
村通过15年不懈奋斗，坚定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美丽乡村建设
在这里变成现实，生动诠释了持之以恒
的力量。要切实转变发展理念，算大
账、算长远账，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
的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

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小智治事，大智治
制。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强化制度执行，严格执法监督，用制度
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绿色发展，要在统筹兼顾。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
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
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
而渔，保护生态环境也不应该是排斥
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正确处理好生
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绿
色发展的内在要求。好山好水，价值
无限。良好的生态本身就蕴含着无穷
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
效 益 ，关 键 在 于 找 准 平 衡 点 和 着 力
点。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新路径，善于因地制宜、科

学施策，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
展多种经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
群众健康安全的重要保障。环境就是
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坚持绿色发展，说到底是为了造福人
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要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
境问题，拿出切实举措补齐生态短板，
让老百姓更好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生态环境优美，人人都是受益者，
人人也应是行动者。要加强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汇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建设美
丽中国。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坚 定 不 移 走 绿 色 发 展 之 路

新华社北京 4月 3日电 （记者
樊曦 张泉）记者3日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了解到，4月 2日 0—24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1例，其中
29例为境外输入病例，2例为本土病
例（辽宁1例，广东1例）；新增死亡病
例4例（湖北4例）；新增疑似病例12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63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990人，
重症病例减少50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10例（含
重症病例 19例），现有疑似病例 135
例。累计确诊病例870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160例，累计死亡病例0例。

截至4月2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1727例（其中重症
病例 379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6571例，累计死亡病例3322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81620例，现有疑似病
例 135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1098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19533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 0 例（武汉 0

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41例（武汉
141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武汉4例），
现有确诊病例987例（武汉983例），其
中重症病例349例（武汉346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 63612 例（武汉 46461
例），累计死亡病例3203例（武汉2563
例），累计确诊病例 67802 例（武汉
50007例）。新增疑似病例0例（武汉0
例），现有疑似病例0例（武汉0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60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7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7例（境外输入
转为确诊 7 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01 例（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5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027例（境外输入22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182 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802 例
（出院154例，死亡4例），澳门特别行
政区41例（出院10例），台湾地区339
例（出院50例，死亡5例）。

国家卫健委：4月2日新增确诊病例31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0例

新华社伦敦 4月 2日电 （记者
张代蕾）英国爱丁堡大学2日公布年度
杰出校友，中国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以超过90%的票数当选。

爱丁堡大学当天在学校网站揭晓投
票结果并发表声明说，作为全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重要人物，钟南山成为爱丁堡
大学校友奖首位获得者“完全合适”。

校方声明说，今年新设立的杰出
校友奖候选人超过百人，最终入围者3
人，“钟南山的成就和他在中国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努力让我们产生共
鸣”。声明还提到他在2003年中国抗
击非典疫情期间的杰出贡献。

校友奖评选小组一名成员评价说：

“钟博士鼓舞了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
体现了大学秉持的重要价值观：动力、
激情和勤勉。他的获奖当之无愧，我们
祝愿他在新冠病毒研究中好运。”

钟南山院士在回复校方的邮件中
说，他十分荣幸当选首位年度杰出校
友，感谢所有参与投票的人。他还分
享了自己近期为抗击新冠疫情、面向
欧美国家开展的系列活动。

钟南山1979年至1981年间在爱
丁堡大学医学院进修，2007年获得该
校荣誉医学博士学位。

爱丁堡大学是英国名校联盟“罗
素大学集团”成员，在2020年QS世界
大学排名中列第20位。

钟南山高票获评爱丁堡大学杰出校友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记者
王琳琳）在新冠肺炎疫情战场，中国采
取了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
措，不仅为世界争取了时间，也为各国
战“疫”提供了宝贵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
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
中医药，占90.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
红说，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
效率达90%以上。中医药能够有效缓
解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
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进恢复期
人群机体康复。以中医经典为蓝本，我
国专家已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一批有
效方药。

化湿败毒颗粒获临床批件后，世
界多国“求药”。该药被称为“Q-14”，

Q取英文谐音CURE，治愈、解药的意
思，“14”表示这张方子由 14 味药组
成。“由此引申一句俗语，就是‘One
for all，all for One’，即‘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我们愿与各国人民并肩
作战、共抗疫情、共享中医药的经验和
成果。”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
士说。

对于中医如何用药，天津中医药
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介绍，“我们的经
验是中药注射剂要大胆使用、早点使
用。”例如，江夏方舱医院采取中医药
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除了给汤剂
或口服中成药外，还有按摩、刮痧、贴
敷等综合治疗。结果564名患者均未
转为重症。向其他方舱医院推广后，1
万多名患者使用了中药，轻症转重症
的比率降至2%-5%，这是取得胜利的
关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除
了送药方，中国还积极组织专家深入开
展技术交流。2月初，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8个学组、125名心血管病
专家及部分感染病专家在《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优先网上预发表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心血管急危重
症患者临床处理原则的专家共识》。3
月28日，受美国心脏协会邀请，该专家
共识的英文版在其官方杂志Circula-
tion上线，为救治全球范围内受疫情影
响的合并心血管急危重症患者提供了
有效指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介
绍，根据不同国家需求，国家卫生健康
委汇编了最新诊疗方案、防控方案等技
术文件，及时分享给全球180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
共同举办的“分享防治新冠肺炎中国经

验国际通报会”吸引了全球77个国家、
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会；通过远程视频
方式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近
30场技术交流会议。

例如，我国积极参与对非抗疫合
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司监察专员
李明柱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援助埃塞
俄比亚的医疗队协助埃塞俄比亚卫生
部完成了新冠病毒PCR检测试剂的设
备调试，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除南非
以外第二个拥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
力的国家。

疫情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没有办
法独善其身。李明柱表示，目前国家卫
生健康委已建立了国际合作专家库，还
派专家参与世卫组织相关标准制定工
作，下一步将继续通过举办多场视频交
流，分享我国在新冠肺炎应对方面的经
验，携手各国共战疫情。

与世界共战疫情 中国主动分享防治新冠肺炎的宝贵经验

4月3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的工作人员在擦拭烈士墓
碑。清明节前夕，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组织工作人员，擦拭墓
碑、为烈士献花，缅怀英烈。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缅怀英烈

新华社日内瓦4月2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2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达到813726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
至欧洲中部时间2日10时（北京时间
16时），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 72746 例，达到 813726
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4918例，达到42199例。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72839例，达到896450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924例，
达到45526例。

世卫组织：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达813726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