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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柴海亮 梁晓飞

太行之西，黄河之东，表里山河，处
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到山西考察调研，为山西发展指明前
进方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山西
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

“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殷
殷嘱托，山西锚定转型发展不松劲，在
爬坡过坎中奋力前行。

下气力加强民生建设

一场夏雨后，黄土地上弥漫着青草
的香味。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62
岁的村民蔡文明一早就赶着羊群上了
山。开春以来，蔡文明家的羊圈里不时
有新生命诞生，绒山羊从90只增加到
116只，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羊羔让人
看着就欣喜。

段村曾是深度贫困村，2007年前后
村民们陆续从坡下的旧村搬迁到了现在
的新村，但由于土地瘠薄、干旱缺水，2014
年全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75户。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
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究破
解深度贫困之策。当年开始，山西聚焦深
度贫困地区精准施策，每年约30%的中央
和省财政扶贫资金投向深度贫困县。

短短两年多时间，段村通过发展种
植、养殖、林果、光伏产业，在2019年底
实现整村脱贫。修污水管网，建公共浴
室、日间照料中心，发展双孢菇种植、水
果花卉设施农业，村里的变化让蔡文明
感觉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常年在外打工
的儿子蔡金今年也返乡创业，在县城开
了一家推拿店。

如今，山西329万名贫困群众摘掉了
穷帽子，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327元
增长到2021年的10776元；3365个深度
贫困自然村整村搬迁，帮助47.2万人彻底
改变了生存环境；云州黄花菜、隰县玉露
香梨、临县红枣、左权核桃……太行、吕梁
山上开出朵朵“致富花”。

针对返贫风险，为了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山西通过医疗救助、产业带
动、务工就业等针对性帮扶措施，对可
能出现的风险点持续跟踪监测，确保不
让一户返贫致贫。

大同市云州区兴胜村村民李文治

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还没
出院，预警系统就监测到他的医疗保险
和支出异常，并发出预警，乡、村两级干
部立即展开帮扶，“政府对我家孩子发
放了教育补助，提醒我申请大病救助，
养伤期间还通过‘云州防贫宝’帮我办
理保险理赔救助，最大限度减轻了我的
家庭负担。”李文治说。

山西坚持将八成以上财政支出用
于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2021年起，山西实施城乡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约有300万
名 65岁以上居民可直接享受政策红
利，提高了低收入老年人的保障水平。

以改革创新推进转型

山西兴于煤，也困于煤。由于长期
产业单一，一度遭遇产业结构失衡、生态
破坏严重、经济断崖式下滑的切肤之痛。

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家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的重大任务。山西成为全国第一个全
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
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2年起，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
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传统产业率先
转型。2014年山西启动低碳创新行动，
推动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十三五”期
间，山西累计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5685
万吨，一大批资源枯竭、扭亏无望、产能
落后的矿井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
山西争当煤矿智能、绿色、安全开采的

“排头兵”，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由2016年
不足30%提高到如今的75%以上。

在潞安化工集团新元煤矿调度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井下采
煤机、运输机等综采设备相继运转，随
着各类数据的变化跳动，滚滚“乌金”奔
向地面。“过去井下一出问题就可能停
工数日，现在井下设备出现故障，视频
电话可以直通设备商进行远程诊断。”
新元煤矿5G+智能化矿井建设办公室
主任冀杰说，从2020年建成全国首座
5G煤矿至今，煤矿5G应用场景已拓展
至31个，煤炭开采更加安全高效。

类似新元煤矿的智能化采掘工作
面，山西已建成548处，23座煤矿实现
5G入井。2019年5G商用以来，山西加
快智能煤矿建设，与华为公司共建“智
能矿山创新实验室”，成立全国煤炭行
业首个科研创新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用
每秒2亿亿次的强大算力为煤矿赋能。

去年以来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山西煤
炭保供能力在这场高强度的“压力测试”中
经受住了考验：去年增产1.13亿吨，贡献了
全国煤炭增量的六成以上；今年计划再增
产1亿余吨，发挥好煤炭“压舱石”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坚持以改革
创新促转型发展，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速
持续快于煤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由 2012年的 290家增加到 2021年的
3553家，大数据、半导体、碳基新材料
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没想到园区能为我们提供10万

级的无尘车间，从开工建设到试运行，
只用了两个月，当地还为我们这样的企
业提供0.3元/千瓦时的优惠电价。”碳
方程新材料（山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鑫说，公司研发团队在深圳，却把产业
基地落户山西。

今年以来，山西选取特钢材料、新
能源汽车、氢能等10条重点产业链，实
施全产业链培育工程，进一步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抢抓机遇促开放

位于五台山脚下的忻州市定襄县，
被称为“中国锻造之乡”。2017年前，
尽管拥有自主出口权的法兰制造企业
过百家，产品也被出口到40多个国家
和地区，但缺少外贸服务平台，只能先
运到天津港再办出口手续。

不沿边、不沿江、不靠海，开放不
足，是制约山西发展的原因之一。抢抓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全新机遇，2017年
起山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构建内陆地区对
外开放新高地的目标定位，并于当年开
行了首趟中欧班列。

2018年1月，在位于定襄县的山西
永旺国际物流园区，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
仓库建成投运，定襄法兰出口业务就地办
理，企业不仅减少了物流成本，还可以先
入库缓缴税。近年来，定襄县建成国家法
兰锻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成立院士
专家工作站，主动拓展国际合作。

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山
西经济体量翻了约一番，进出口总额增
长超10倍。目前，山西常态化开行9条
中欧中亚国际物流线路，通达12个国家
27个城市。世界500强企业有137家在
晋投资兴业，经济外向度明显提升。

去年以来，山西抓住国家新型城镇
化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
打造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忻经济区

“双引擎”，推动晋北、晋南、晋东南建设
高质量城镇圈，加快创新要素聚集，提升
区域竞争力。同时主动向外生长，深度
融入京津冀，主动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拓展晋陕豫、蒙晋冀等省际交界地
区合作，成为区域协作中的活跃力量。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
西坚持长远战略谋划，聚焦高质量转型
发展，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以新的奋进姿态，谱写山西践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新华社太原7月13日电）

山西：为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蹚新路

□新华社记者

盛夏时节，万物并秀。从太行山区
到渤海之滨，从坝上草原到冀中平原，
一派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九
次赴河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
河北打赢脱贫攻坚战，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河北借势京津
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
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
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的自觉行动，努力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

加快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点

京哈高速香河出口附近，韵达华北
转运中心，一辆十几米长的厢式货车上
的快递正陆续被放在传输带上进行智
能分拣。

2019年，韵达快递总部从北京搬迁至
河北廊坊市香河县，实现当年签约当年运
营。韵达华北转运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勇军
说，搬至香河后，公司整体揽收能力扩大了
一倍多，实现日最大揽收500万单。

这既是一场地理位置的“大迁徙”，
也是一次生产力的重塑。京津冀协同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河北抓牢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不断在
服务京津中寻求新的突破。

2014年以来，河北已承接京津转
入基本单位4.1万个，其中法人单位2.9
万个。全省43个承接平台引进京津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项目，总投资
额超5163亿元。

2016年竣工投产的北京现代沧州
工厂，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以来，河北承接的单体规模最大的产
业协同项目。这家工厂正带动上下游产
业链，在当地形成千亿元规模产业集群。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为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航指路、把脉定
向。这座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

“未来之城”，五年来，正通过地下、地
上、“云”上三座“新城”同步建设。

雄安新区科学规划城市“大动脉”，
水、电、气、暖、网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管线全都集纳在地下数百公里综合管
廊中，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从
开挖第一个基坑开始，就将高质量发展
要求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

规划面积38平方公里的启动区是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承载地。截至
目前，除首批3家央企总部迁建在这里，
央企在雄安设立分公司、子公司及各类
分支机构达100余家；产业园、科学园、大
学城、金融岛、创新坊建设正强力推进；
首批4所高校、2家医院项目正抓紧建设。

从零起步进行数字化城市建设，全
国首个城市级智能基础设施平台基本
建成；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首次全域实
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孪生共建，新区
每建设一栋楼，都会在数字雄安平台上
生成一栋“数字大楼”。

截至2021年底，雄安新区累计完成
投资3500多亿元。着眼于城市显雏形、
出形象的总体目标，今年安排230多个
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2000多亿元。

塞外山城张家口乘冬奥机遇交出
发展的优异答卷：作为我国唯一国家级
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可再生能源
装机规模达2347万千瓦，较2015年增
长约1300万千瓦；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不断从规划迈向现实，两地携手努力
打造国际冰雪运动与休闲旅游胜地、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和体
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

高质量发展让经济呈现新气象

夏日的太行山深处，郁郁葱葱。阜平
县骆驼湾村村口“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
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一栋栋灰瓦黄墙的
民居错落有致，一个个农家院整洁干净。

十年前，这里还是燕山—太行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在村民唐宗秀记忆
中，骆驼湾曾是这样的光景：坑洼狭窄
的黄土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家里最

常用的“电器”是灯泡，冬天一家人围着
炭火盆取暖，村民们守着大山熬日子。

通过发展旅游、种植食用菌、建设
扶贫车间，这个十年前人均纯收入不足
千元的小山村，2021年底人均纯收入
增长到17480元。如今唐宗秀和老伴
在村里做保洁、搞绿化，两人每月收入
4000多元，家里冰箱、洗衣机、电磁炉、
电动车等一应俱全。

在阜平，越来越多的村庄打开山
门，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2020
年2月，阜平县脱贫摘帽。全县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由2012年的 3262元增长
到目前的12342元。

阜平县的变化是河北打赢脱贫攻坚
战、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去
年全省62个脱贫县全部被确定为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15项政策支持特色
产业发展，老百姓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十年来，河北实施“制造强省”战
略，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努力实
现综合实力新跨越。

作为钢铁第一大省，2013年时河北
钢铁产能占到全国四分之一。“一钢独
大”的结构曾带来产业失衡、“心肺之患”。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幅压减过剩
产能，“十三五”期间，河北钢铁生产企
业由107家减至 68家，钢铁产能由峰
值的3.2亿吨压减到2亿吨以内，超额
完成国家去产能任务。同时，压减退出
水泥产能 7704.9 万吨、平板玻璃产能
9483.5万重量箱、焦炭3869.4万吨。

一手做“减法”，一手做“加法”。河
北省加快创新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激活
科技创新动力源，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
擎。十年来，河北高端技术装备制造、生

物、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加快，光电子器
件、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
新材料产品从无到有。全省三次产业结
构发生深刻变革，首次呈现“三二一”格局。

动能转换转出新气象。2021年，
河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 21.5%，比 2012 年高
10.7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
达到2367.7亿元，是2012年的2.5倍；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累计 2989
家，是十年前的近30倍。

绘就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图景

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地点，拍摄同
一片天空，记录当日空气状况。从
2014年1月初开始，石家庄摄影爱好者
王汝春的这个举动从未间断。

王汝春说，污染严重的时候，对面
的楼都看不清。如今照片里的“灰蒙
蒙”越来越少，蓝色越来越多。他已经
把照片文件夹从原来的“追踪雾霾”改
名为“追踪蓝天”。

“天空写真”，见证了河北的绿色发
展之路。“2021年，河北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到 269天，较 2013年多了 4个
月；重污染天数较2013年减少 64天，
降幅达87.7%。”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大
气环境处副处长刘芸芸说，全国10个
污染最严重城市中河北一度占了7个，
今年开始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全部退出全国“后十”。

登上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月亮山望
海楼，举目眺望，一片“绿海”尽收眼底。
60年来，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艰苦奋
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沙漠成绿洲的人
间奇迹。但多年持续造林，塞罕坝可造
林的地面越来越少。2017年以来，塞罕
坝人将土壤贫瘠、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
作为攻坚造林重点，5年累计造林10.2
万亩，林场内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

开启“二次创业”的塞罕坝是河北
“绿变”的典型代表。十年来，河北将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要
义，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提
升产业集聚区环境管理水平；严禁围填
海违法行为，严肃查处矿山开采违法行
为；巩固大气污染治理、白洋淀水质提升
成效；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燕
赵儿女努力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发
展自己，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营造良好
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记者 李凤双 张涛 闫起磊
冯维健） （新华社石家庄7月12日电）

河北：抢抓重大机遇打开新局面

这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杜庄乡土井村的以熊猫为造型的光伏电站（无
人机照片，2021年8月3日摄）。 新华社发

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景色（2021年7月23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期明确提出，科学精准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要继续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要求，坚决克服
防控松懈和“层层加码”两种倾向。当前，群众反映的“九不准”
相关问题受理、核实、整改情况如何？

针对简单化、“层层加码”等现象明确“九不准”

暑期是大学生离校返乡的高峰，部分地区出现学生返乡集
中隔离费用负担加重的现象；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的经脉，也
是保障民生、防控疫情的重要支撑，部分地区出现货车防疫通
行过度管控的问题……

针对群众反映的部分地区防疫措施简单化、“层层加码”
等现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首次明确提出疫情防控

“九不准”：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
大到其他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
隔离等限制措施；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
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
人员范围；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
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急危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
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学
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
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
正常生产生活的场所。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解释
称，“九不准”是在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前提下，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针对性，坚
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

从大学生暑期返乡到物流保通保畅，从急危重症患者就医
到规范隔离管控时间，“九不准”回应了百姓防疫关切，为各地
举措做出指引。

通报案例核查整改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和相关部门对个别地方
违反“九不准”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其中包括：河北省保定市、邯郸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4
个地市，存在过度防疫、“一刀切”等情况，对来冀返冀人员、特
别是对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区人员盲目采取管控措施，扩大人
群管理范围；青海省对低风险地区返青人员要求提前24小时
填报信息，抵青后进行落地核酸检测，返回居住社区后，工作人
员上门贴封条，完成“3天2检”且核酸检测阴性后，方允许出
门；辽宁省朝阳市、锦州市高铁站对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证明的乘客，仍要求再做核酸检测，并收取乘客19元费用
等。

雷正龙说，以上做法不符合国家疫情防控政策要求，目前
所涉地区和单位已按要求开展整改。

记者了解到，与通报前相比，河北省多地防疫政策目前有
调整，包括集中隔离转为居家隔离、隔离时间已缩短等；青海省优化省外来（返）青人
员健康管理措施，对低风险地区来（返）青人员不再实行“3天2检”；在辽宁省朝阳市
高铁站，如果行程码绿码无星，抵站后不用再做核酸检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召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各
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执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及时做好防控措施的贯彻落实及平稳衔接，将不一致的措施限期清理。

畅通反映问题渠道

“九不准”公布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会同相关成员单位成立了整治问
题专班。目前，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在内
的12个成员单位，以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建立了问题线
索收集渠道。

6月28日，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开通，群众注
册后可留言反映遇到的疫情防控相关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督局副局长程有全说，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开通落实疫情
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以来，截至 7月 7日 10时，收到各省份办理反馈信息
13862件，已办结11609件。

记者了解到，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近10天的数据显示，群众反映比较
集中的问题依次为：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占
31%；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占24%。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专班将从线索收集、转办核实、跟
踪督办、通报曝光等工作着手，做到全面收集、及时转办、全力核查、坚决整改，妥善
解决“九不准”相关问题，在确保防控效果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对群众正
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落
实
﹃
九
不
准
﹄
让
防
疫
措
施
更
精
准

□
新
华
社
﹃
新
华
视
点
﹄
记
者

顾
天
成

李
恒

7月13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拍摄的“超级月亮”。 新华社发

“超级月亮”现身

新华社东京 7月 13 日电 （记者
姜俏梅）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3日就东京
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股东起诉东
电前经营团队一案做出判决，要求东电
前会长等4人赔偿公司约13.3万亿日元
（1美元约合137日元）。这是首次认定
东电前管理层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
承担民事责任的司法判决，赔偿额度为
日本审判史上最高。

东电股东以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中蒙受巨额损失为由提起诉讼，要求东
电前管理层 5 人赔偿公司 22 万亿日
元。东京地方法院13日宣判，责令东电
前会长胜俣恒久、前社长清水正孝等4
人共计赔偿 13.321万亿日元。前常务
董事小森明生被法院判定负有过失，但
免于承担赔偿责任。

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案最大分歧在

于原告股东方认为日本政府地震调查研
究推进本部公布的“长期评估”可信，前
管理层事先认识到巨大海啸可能袭击核
电站但疏忽大意未采取相应对策；而前
管理层称“长期评估”可信度低，无法预
测巨大海啸导致的受灾情况，即便预测
到了也来不及采取对策。

从判决结果来看，东京地方法院全
面支持原告主张，认为地震调查研究推
进本部公布的“长期评估”具有相应的

“科学可信度”，并据此判定东电前管理
层有义务采取应对海啸对策。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县附近
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受地震、海啸双重影
响，东电所有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大量放射
性物质泄漏，迄今有至少上万名事故受害
者发起30多起集体诉讼，向东电索赔。

日本法院判决东电4名前高管
就福岛事故作出巨额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