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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董峻 王俊禄
高敬 胡璐

盛夏的余村，绿意正浓，游人不断，
一派江南好风光。

2005年 8月 15日，在这个普通的
浙北小山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提出重要论断——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15年的绿色发展实践，生动诠释这
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如今，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
的共识和行动，一幅新时代的绿色画卷
正在美丽中国恢弘铺展！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两
山”理念指引中国经济社会绿色变革

余村春林山庄里，主人潘春林最近
每天都忙个脚朝天——要为络绎不绝
的游客准备足够的土菜食材：笋干、土
鸡、咸肉……基本都是村里的特产。

“我以前是石矿的一名拖拉机手，矿
山关闭后办起了村里最早的民宿，收入
增加几十倍不说，推开门就是满山满眼
的绿色，让人身心舒畅。”忆及往昔，他既
得意自己很早就“吃螃蟹”搞起民宿，也
很欣慰当年村里把矿山都关停了。

余村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
荒坪镇，2005年前这里水泥厂、采石场
遍布，漫天灰尘迷人眼。今天，余村已
成为人气很旺的4A级景区。被拆迁的
水泥厂旧址复垦后变身五彩田园，村里
流转的500多亩土地成为油菜花田、荷
花藕塘，四季皆有景。

4个多月前，潘春林见到了重访余
村的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这里再次深刻指出：“实践
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
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
发展生产力。”

许多干部群众仍清晰记得，15年前
习近平同志在余村考察，当得知村里关
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高度
评价说：“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
举。”

在余村，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他
在随后发表的“之江新语”专栏文章《绿
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中阐释道：“我们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
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
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短短
10个字，闪耀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邃
思考——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
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
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
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山山水水

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情怀。

看山，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秦岭深
处，察看自然生态，叮嘱当地当好秦岭
生态卫士；赴祁连山考察生态环境修复
成果，要求让祁连山绿水青山常在；眺
望巍巍贺兰山，提出要坚决保护好贺兰
山生态。

看水，习近平总书记两赴长江流域
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推动“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沿江省市的共
识；心系黄河，曾一个月时间内连续考
察黄河岸边的甘肃、河南两省，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
大国家战略。

在内蒙古阿尔山林区、云南洱海湖
畔、黑龙江黑瞎子岛、山西汾河岸边……

习近平总书记足迹印在祖国大地，
身体力行持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宣示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更进
一步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等内容写入党章，对全党更加自觉、更
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
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近年来，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
税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
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更加完
善。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
方案相继出台，尤其是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制度的建立，让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生根开花。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
提升。

从2012年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
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拉开至今，生
态补偿机制已经在甘肃、重庆、京津冀
地区等多地开展，好山水、好生态成了

“有价之宝”。而不久前我国生态环境
领域第一支国家级投资基金——总规
模885亿元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
设立，则为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
再添新翼，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环境
经济政策更加丰富，不断激发企业治污
的内生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既是余
村蝶变之道，更是中国经济优化发展的
一个成功经验。从小村首提到省域实
践、再到成为指引整个国家前进方向的
新发展理念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这一
理念正引领中国广袤大地发生深刻变
化。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以
切实行动推动中国坚定走上生态文明
之路

富春江，流贯浙江中部桐庐、富阳
两县区。两岸山色秀丽，江水清碧见
底，民居点缀其间，绮丽风光自古有
名。然而，富阳区曾有个“地标”大煞风
景：江边3根120米高的烟囱一字排开
——这是一家热电厂的标志性建筑。

富阳是“造纸之乡”。20多年前，3

个造纸工业园区陆续涌现。一位造纸
厂老板说：“效益好的时候，造纸就像印
钱。”热电厂就是为满足当地造纸工业
用热需求而建。

腰包鼓了，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因
环境污染而大打折扣。在一度有40多
家造纸厂的大源镇，村民们回忆说，十
几年前的河水既黑又臭，鱼虾绝迹。一
到夏天，沿河村庄更是恶臭弥漫，老人
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外地的子
女家。

“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
境，难以为继！”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
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外地考察时就发出
警示。

彼时，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积累下
来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
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
会和政治问题。”2013年4月，在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要求，有关方面有必要采取一次
有重点、有力度、有成效的环境整治行
动，在这方面也要搞顶层设计。

4个多月后，“大气十条”——《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
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
展中国家。

2015年，“水十条”——《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出台。

2016年，“土十条”——《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出台。

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
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向污染发起总
攻。习近平总书记为之鼓劲——“我们
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
坎。”

为了让蓝天重现，河北向积攒多年
的家底开刀。“高炉被拆，就像自己的一
条胳膊被截了肢。”钢铁大县武安一家
民营钢铁厂老板说，“但是不断，整条命
怕都保不住！”2013年以来，河北全省
累计压减钢铁产能超1.5亿吨，大量玻
璃、煤炭、水泥等产能退出，数百家企业
退城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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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之光照耀美丽中国
——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15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柴思源

不畏艰难的第一书记韩立与憨厚
正直的嘎查党支部书记宝峰默契配合，
带着村民们奔小康；农村妇女高娃善良
直爽，虽然几经生活的挫折，但对幸福
的追求从未放弃……在美丽的科尔沁
草原，一幅草原儿女砥砺奋斗决战脱贫
攻坚的动人画卷徐徐展开。

近日，由中宣部具体指导，中央电
视台出品，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旗
委、政府协助拍摄的34集电视连续剧
《枫叶红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
金档热播，精彩的剧情和贴近生活的演
绎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中引发热议，大
家纷纷开启追剧模式。

赵凯是北京市委统战部派驻自治
区扶贫办的挂职干部，他认为《枫叶红
了》是内蒙古乃至全国脱贫攻坚事业的
缩影。“剧里村民偷卖‘扶贫牛’、牧户酗
酒致贫的桥段，都在基层扶贫工作中真
实出现过。剧中韩立组织农牧民发展
壮大嘎查集体经济、为贫困户设置保洁
员公益岗，硬化路面、修建文化广场，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情节，正是全区
各贫困旗县普遍开展的工作。这部剧
既是真实再现草原儿女投身脱贫攻坚
战场火热场景的电视作品，也是展示内
蒙古风土人情、壮美景色的草原文化宣
传片。”赵凯说。

“前几天有村民推荐我看《枫叶红
了》，这一看就欲罢不能，天天到点儿就
守在电视跟前。”剧中第一书记韩立扶贫

扶智的故事让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蛮会
镇红旗村第一书记吴增士感同身受。“剧
中韩立初到嘎查面临种种挫折时的纠结
和困惑，让我想起曾经的自己。”说着，吴
增士翻开手边厚厚的扶贫笔记，《黯然伤
神》《一声叹息》《为什么你拒绝我的帮
扶》——初到乡村的吴增士把苦闷写在
了一篇篇笔记中，但如今的吴增士和剧
中的韩立一样坚定，“韩立书记克服困
难，沉下身子融入村两委、融入乡村，积
极为村民致富找路子，这就是千千万万
扶贫干部的缩影。作为扶贫干部，就是
要拿出闯劲儿和干劲儿，坚守初心。”

“就喜欢看如何把一地鸡毛捋成鸡
毛掸子的故事，务实又接地气！”刘佳荣
今年6月刚刚研究生毕业，成长在农村
的她被剧里的真实故事深深打动。“从前

总觉得这类题材生硬严肃，这部剧打破
了我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偏见。第一书
记踏实肯干的精神，村民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令我深受感动。”刘佳荣说。

主旋律题材作品如何吸引观众，是
《枫叶红了》开拍前总导演哈斯朝鲁一
直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来源于真实生
活的朴素情感才富有感染力。开拍前，
我们的编剧和演员就和科右中旗的农
牧民同吃同住，了解真正的农村生活，
让矛盾冲突设计尽可能真实，让塑造的
人物活在真实的农村世界。”哈斯朝鲁
说。据了解，《枫叶红了》开播周每集平
均到达率2.156%，收视率1.179%，位列
黄金时段电视剧单频道收视率第四。
收视飘红，无疑是观众对《枫叶红了》最
好的肯定。

这样的扶贫故事真接地气！
——电视剧《枫叶红了》引发热议

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赵娜
巴依斯古楞 ）8月14日，草原云·2020
内蒙古民歌大赛路演在锡林郭勒盟东
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广场隆重举
行。

作为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
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内蒙古
民歌大赛路演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
办，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日报
社、内蒙古文联、内蒙古艺术学院、内
蒙古音乐家协会、锡林郭勒盟委宣传
部、东乌珠穆沁旗委宣传部共同承办。

演出现场，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
番上演。《查干陶海故乡》《美丽富饶的
乌珠穆沁草原》《我的根在草原》等歌
曲，表达了草原儿女对草原的深深眷
恋。浑厚低沉的呼麦、悠扬的马头琴、
悠远的蒙古族长调，让人如痴如醉。
短短1小时的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

起，一曲《牧民歌唱共产党》是草原儿
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整场演出中，
观众掌声不断，频频相和，许多人用手
机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本次活动从活动定位、办节方式
和活动内容等方面更加突出群众性，
以“寻找艺术之源 感受民族之魂”为
主题，通过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将活动
打造成全民一起“嗨”的文化盛宴。据
统计，现场观看人数达 500 多人，在

“草原云”客户端观看直播人数达
99681人次，点赞8693；在“呼陆客”客
户端观看直播人数达43498人，点赞
1276。

据悉，草原云·2020内蒙古民歌
大赛设传统民歌独唱类、传统民歌合
唱类和改编民歌类三大类别共6个组
别，报名时间从7月28日开始，到8月
27日截止。

草原云·2020
内蒙古民歌大赛举行路演

本报 8月 14 日讯 （记者 章奎）8 月 14
日，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次
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主任石泰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布
小林、林少春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精神，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
深化改革方案》《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推进政策性农业
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内蒙古自治区深化政
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内蒙古“智慧广电”网
络服务进村入户和“看电视”向“用电视”转变实施
方案》。会议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
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情况汇报和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抓改革落实述职，审议了国资国企、司法体
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评估报告。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
政法领域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进入系统
性、整体性变革新阶段，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
艰巨性更加突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破除制
约政法工作效能提升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
堵点，持续推进优化政法机关职权配置、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创新政
法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重点改革任务，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政治建设，压实改革责任，健全制度机
制，防止改革空转，推动政法领域改革走深走实。

会议指出，开展重点领域改革评估，是推动改
革举措落实落地的重要手段。要对照党中央对改
革质量效果的目标要求，继续对改革评估情况进行
跟踪调度，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推动整改，着力补齐
改革落实中的短板弱项，搞好改革配套，加强系统
集成，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接续落地、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扎实做好全面
深化改革各项工作。要聚焦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部署推进稳就业保民生、优化营
商环境、促进投资消费、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社
会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关键性改革。要结合
编制“十四五”规划，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
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改革，谋划推
出更多中长期改革举措。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
推出更多差异化、原创性和切口小、见效快的探
索性改革，让新生事物健康成长、发展新动能加
速壮大。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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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8 月 14 日，呼和浩特市民在
茶博会上学习茶艺。当日，为期
4 天的 2020 第八届中国（呼和浩
特）茶产业博览会在内蒙古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茶博会以

“香茗清幽 品味青城”为主题，
展览面积 12000平方米，共设 228
个国际标准展位和 20 个特装展
位，参展展品涵盖传统六大茶类
茶品，以及再生茶、茶食、精品茶
器、茶具工艺品等全产业链产
品。茶博会期间，还将举行系列
评鉴会、书画展、少儿茶艺表演等
活动。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北京 8 月 14 日电 （记者
冯雪玉）8月10日至8月13日，民革中
央助力内蒙古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
推介会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举
行，全区12个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
浩特市的有关负责人带着草原儿女特
有的豪爽和极具投资价值的项目向三
地企业家们释放出满满的诚意，希望
广大有识之士前来内蒙古投资兴业，
共享机遇，共创未来。

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
在推介会北京场致辞；民革中央副主席
高小玫在推介会上海场致辞；自治区党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志强代表自治区
党委、政府在三地的推介会上致辞。

据悉，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提出的“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等一

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统筹自治区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助力全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民革中央与自治区党委
统战部共同组织开展了此次推介会。

李惠东在致辞中说，希望北京的
企业家能够走进内蒙古，更多的年轻
创业者走进内蒙古，大家拓展合作空
间，深度参与祖国北疆建设，共同为内
蒙古的经济社会发展携手努力。

段志强在三地的致辞中强调，民革
中央助力内蒙古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工
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
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
体行动。民革中央发挥资源优势，通过
高层推动、高位对接、高效落实，发动企
业家朋友赴内蒙古投资兴业，携手助力
内蒙古产业发展。 ■下转第3版

民革中央助力内蒙古产业发展
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

在深圳上海北京三地举行

新华社评论员：

香茗清幽
品味青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