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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在各地方、国有林场
和林区、广大林业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 以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为榜样，大
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共同建设美丽中国，为子孙后
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牢记使命担当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这是55
年来塞罕坝林场始终不变的职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塞罕坝林
场第一代职工赵振宇非常激动：“建场初期，
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 经受住艰苦条件
的挑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终于换
来了今天百万亩人工林海。 不折不扣完成好
党和国家交给的生态建设任务， 习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让我们无尚光荣， 再苦再累我们也
无怨无悔。”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
族发展的长远利益。 三代塞罕坝人的接续奋
斗充分证明， 只要以坚定的恒心和毅力加快
推进生态修复，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 一定能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性改
善。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距
离。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需要塞罕坝人那种
勇于担当的精神， 以更大的决心、 更高的标
准、更硬的举措，早日把京津冀建成更加耀眼
的绿色明珠。”

“茫茫荒原完全可以变成绿水青山，绿水
青山完全可以变成金山银山。”中央财办副主
任杨伟民表示，站在生态文明建设新起点上，
要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创新产权
模式、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等措施，
加快美丽中国建设。

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东、西、北三面被
沙漠包围， 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总面积一半以
上，生态环境脆弱。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厅
长马金元说：“我们要借鉴塞罕坝的成功经
验，弘扬塞罕坝精神，从今年秋季开始大规模
推进国土绿化行动， 到2022年全区将完成营
林造林任务500万亩， 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

16%的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

事业。
贵州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丁家溪村造林

大户刘洪喜10年间造林1200亩， 又带动20多
户村民自发造林4000多亩，并发展林下养鸡、
养羊等产业， 农民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
“我们也像塞罕坝一样靠种树重新恢复植被，
并因此改变了的生存命运， 求得了长远发
展。”刘洪喜说。

弘扬创业精神
让祖国大地披上绿装

春华秋实， 塞罕坝今年春天在石质荒坡
种下的樟子松，正越长越壮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抓住改革奋进的
发展期， 实施攻坚造林计划， 植绿最后的荒
地。”塞罕坝林场场长刘海莹说，艰苦创业是
塞罕坝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这几年一直从事攻坚造林的塞罕坝林场
职工范冬冬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每个塞罕坝人都无比自豪、 干劲十足。“在
石质荒坡上种树， 可能比前辈在平地上种树
还要苦，但我们绝不会放弃，要一棵接一棵地
种，早日让绿色铺满塞罕坝。”

绿色事业，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
项艰苦的事业。

对塞罕坝生态建设的历程， 甘肃八步沙
林场场长郭万刚感同身受。 从上世纪70年代
中期开始， 郭万刚的父亲就在八步沙植树造
林，是当地有名的治沙“六老汉”之一。今年66
岁的郭万刚参与治沙也已经35年了。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八步沙林场完成了
20多万亩治沙任务， 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长
满了花棒、梭梭、刺槐等林木。“生活在沙漠边
的人，对生态变化的感触更深。只要还能动，
我们就会治沙不止。”郭万刚说。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任务十分繁重，
尤其是西部地区还缺林少绿， 严重制约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说， 全国剩余的宜林荒山荒地60%分布在像
塞罕坝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是最难啃的
硬骨头。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才能进
一步改善全国生态状况。

“在塞罕坝精神的激励下，造林绿化在河
北大地蔚然成风。”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表

示，全省将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
不移化解过剩产能， 培育壮大绿色循环低碳
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今后，生态脆弱地区和大江大河源头等
重要生态功能区，要像塞罕坝那样，新建一批
百万亩以上的规模化林场， 集中改善区域生
态状况，争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全面提升森
林生态系统功能。”张建龙说。

坚持绿色发展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夏天，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来塞罕
坝的游客比往年增多。在靠近塞罕坝林场的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羊场村，村民赵虎开办的
农家院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客人。“过去生活来
源主要靠种地和放牧，现在虽然禁牧了，但越
来越多的绿树成了我们致富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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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吉林省西部的向海保护区， 当地百姓
也有世代放牧的传统， 保护区内天然林面积
由1.9万公顷减少到现在的7000公顷。吉林省
从2016年起实施保护区移民， 通过禁止违规
放牧，从羊口中“夺回”12万亩固沙林地，并通
过推广圈养让百姓找到了新出路。

坚持绿色发展，就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福建的森林覆盖率多年来居全国前列。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态区位发生变化， 一些商
品林被划入重点生态区位禁止砍伐， 林农一
度面临守着满山林木却不能变现的尴尬。为
破解“保了生态、饿了肚子”难题，福建省2015
年率先在部分重点生态区位开展商品林赎买
等改革，让绿水青山的守护者有更多获得感。

坚持绿色发展，就要不断完善制度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 要以

塞罕坝林场为典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深入
研究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等相关配套措施， 推动各地改革任
务尽快落实。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从塞罕坝这个缩影可以看到，只要坚持

绿色发展，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一定
会创造出一个生态奇迹，使青山常在、清水长
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
生产生活。”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说。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 �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
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中国发展营造了
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彰显理论先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将中国外交实践与中华文化传统相结合， 极大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理论体系内涵。

外交部长王毅指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的
顶层设计， 以坚持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 以寻求合作共赢为基本原
则，以建设伙伴关系为主要路径，以践行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取向，以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目标。

今年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被相继写入联合国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 成为全球治理话语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丛林法
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出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
发展新道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可能，“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方向，引领大道同行
中国在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伙伴关系网

络遍布全球。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已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
立不同形式伙伴关系，实现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全覆盖，
对外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深化。

———构筑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美元首海湖庄园成功会
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中俄战略互信加深，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持续推进；中国
同新兴力量和发展中大国合作迈上新台阶。

———秉持亲诚惠容理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深化同东盟务
实合作，致力于发展更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维护中日韩合作企稳回升势
头；增强与南亚国家合作；同中亚国家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

——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提出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
针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确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

以“民为本，兼济天下”为气质，展现大国担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动进取，积极作为，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更加积极的

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作用。
———强化底线思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亮

出底线、敢于斗争，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
———坚持外交为民，维护海外利益。成功组织9次海外公民撤离行动，处理100多起公

民境外遭绑架或袭击案，受理领事保护救助案近30万起。
———积极参与热点问题解决，深入参与国际维和，与各国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推动达成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应对埃博拉疫情等发挥重要作用。
———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进程，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正

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智慧，让中国理念逐步成为国际共识。
———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一带一路”实现从理论设想到创新实践的重大跨

越，成为中国迄今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公共产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强国之路，为人类探索

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重要指示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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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在各地方、国有林场
和林区、广大林业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 以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为榜样，大
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共同建设美丽中国，为子孙后
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牢记使命担当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这是55
年来塞罕坝林场始终不变的职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塞罕坝林
场第一代职工赵振宇非常激动：“建场初期，
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 经受住艰苦条件
的挑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终于换
来了今天百万亩人工林海。 不折不扣完成好
党和国家交给的生态建设任务， 习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让我们无尚光荣， 再苦再累我们也
无怨无悔。”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
族发展的长远利益。 三代塞罕坝人的接续奋
斗充分证明， 只要以坚定的恒心和毅力加快
推进生态修复，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 一定能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性改
善。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距
离。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需要塞罕坝人那种
勇于担当的精神， 以更大的决心、 更高的标
准、更硬的举措，早日把京津冀建成更加耀眼
的绿色明珠。”

“茫茫荒原完全可以变成绿水青山，绿水
青山完全可以变成金山银山。”中央财办副主
任杨伟民表示，站在生态文明建设新起点上，
要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创新产权
模式、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等措施，
加快美丽中国建设。

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东、西、北三面被
沙漠包围， 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总面积一半以
上，生态环境脆弱。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厅
长马金元说：“我们要借鉴塞罕坝的成功经
验，弘扬塞罕坝精神，从今年秋季开始大规模
推进国土绿化行动， 到2022年全区将完成营
林造林任务500万亩， 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

16%的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

事业。
贵州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丁家溪村造林

大户刘洪喜10年间造林1200亩， 又带动20多
户村民自发造林4000多亩，并发展林下养鸡、
养羊等产业， 农民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
“我们也像塞罕坝一样靠种树重新恢复植被，
并因此改变了的生存命运， 求得了长远发
展。”刘洪喜说。

弘扬创业精神
让祖国大地披上绿装

春华秋实， 塞罕坝今年春天在石质荒坡
种下的樟子松，正越长越壮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抓住改革奋进的
发展期， 实施攻坚造林计划， 植绿最后的荒
地。”塞罕坝林场场长刘海莹说，艰苦创业是
塞罕坝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这几年一直从事攻坚造林的塞罕坝林场
职工范冬冬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每个塞罕坝人都无比自豪、 干劲十足。“在
石质荒坡上种树， 可能比前辈在平地上种树
还要苦，但我们绝不会放弃，要一棵接一棵地
种，早日让绿色铺满塞罕坝。”

绿色事业，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
项艰苦的事业。

对塞罕坝生态建设的历程， 甘肃八步沙
林场场长郭万刚感同身受。 从上世纪70年代
中期开始， 郭万刚的父亲就在八步沙植树造
林，是当地有名的治沙“六老汉”之一。今年66
岁的郭万刚参与治沙也已经35年了。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八步沙林场完成了
20多万亩治沙任务， 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长
满了花棒、梭梭、刺槐等林木。“生活在沙漠边
的人，对生态变化的感触更深。只要还能动，
我们就会治沙不止。”郭万刚说。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任务十分繁重，
尤其是西部地区还缺林少绿， 严重制约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说， 全国剩余的宜林荒山荒地60%分布在像
塞罕坝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是最难啃的
硬骨头。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才能进
一步改善全国生态状况。

“在塞罕坝精神的激励下，造林绿化在河
北大地蔚然成风。”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表

示，全省将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
不移化解过剩产能， 培育壮大绿色循环低碳
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今后，生态脆弱地区和大江大河源头等
重要生态功能区，要像塞罕坝那样，新建一批
百万亩以上的规模化林场， 集中改善区域生
态状况，争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全面提升森
林生态系统功能。”张建龙说。

坚持绿色发展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夏天，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来塞罕
坝的游客比往年增多。在靠近塞罕坝林场的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羊场村，村民赵虎开办的
农家院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客人。“过去生活来
源主要靠种地和放牧，现在虽然禁牧了，但越
来越多的绿树成了我们致富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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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吉林省西部的向海保护区， 当地百姓
也有世代放牧的传统， 保护区内天然林面积
由1.9万公顷减少到现在的7000公顷。吉林省
从2016年起实施保护区移民， 通过禁止违规
放牧，从羊口中“夺回”12万亩固沙林地，并通
过推广圈养让百姓找到了新出路。

坚持绿色发展，就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福建的森林覆盖率多年来居全国前列。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态区位发生变化， 一些商
品林被划入重点生态区位禁止砍伐， 林农一
度面临守着满山林木却不能变现的尴尬。为
破解“保了生态、饿了肚子”难题，福建省2015
年率先在部分重点生态区位开展商品林赎买
等改革，让绿水青山的守护者有更多获得感。

坚持绿色发展，就要不断完善制度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 要以

塞罕坝林场为典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深入
研究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等相关配套措施， 推动各地改革任
务尽快落实。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从塞罕坝这个缩影可以看到，只要坚持

绿色发展，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一定
会创造出一个生态奇迹，使青山常在、清水长
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
生产生活。”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说。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 � �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在各地方、国有林场
和林区、广大林业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 以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为榜样，大
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共同建设美丽中国，为子孙后
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牢记使命担当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这是55
年来塞罕坝林场始终不变的职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塞罕坝林
场第一代职工赵振宇非常激动：“建场初期，
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 经受住艰苦条件
的挑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终于换
来了今天百万亩人工林海。 不折不扣完成好
党和国家交给的生态建设任务， 习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让我们无尚光荣， 再苦再累我们也
无怨无悔。”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
族发展的长远利益。 三代塞罕坝人的接续奋
斗充分证明， 只要以坚定的恒心和毅力加快
推进生态修复，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 一定能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性改
善。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距
离。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需要塞罕坝人那种
勇于担当的精神， 以更大的决心、 更高的标
准、更硬的举措，早日把京津冀建成更加耀眼
的绿色明珠。”

“茫茫荒原完全可以变成绿水青山，绿水
青山完全可以变成金山银山。”中央财办副主
任杨伟民表示，站在生态文明建设新起点上，
要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创新产权
模式、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等措施，
加快美丽中国建设。

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东、西、北三面被
沙漠包围， 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总面积一半以
上，生态环境脆弱。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厅
长马金元说：“我们要借鉴塞罕坝的成功经
验，弘扬塞罕坝精神，从今年秋季开始大规模
推进国土绿化行动， 到2022年全区将完成营
林造林任务500万亩， 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

16%的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

事业。
贵州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丁家溪村造林

大户刘洪喜10年间造林1200亩， 又带动20多
户村民自发造林4000多亩，并发展林下养鸡、
养羊等产业， 农民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
“我们也像塞罕坝一样靠种树重新恢复植被，
并因此改变了的生存命运， 求得了长远发
展。”刘洪喜说。

弘扬创业精神
让祖国大地披上绿装

春华秋实， 塞罕坝今年春天在石质荒坡
种下的樟子松，正越长越壮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抓住改革奋进的
发展期， 实施攻坚造林计划， 植绿最后的荒
地。”塞罕坝林场场长刘海莹说，艰苦创业是
塞罕坝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这几年一直从事攻坚造林的塞罕坝林场
职工范冬冬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每个塞罕坝人都无比自豪、 干劲十足。“在
石质荒坡上种树， 可能比前辈在平地上种树
还要苦，但我们绝不会放弃，要一棵接一棵地
种，早日让绿色铺满塞罕坝。”

绿色事业，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
项艰苦的事业。

对塞罕坝生态建设的历程， 甘肃八步沙
林场场长郭万刚感同身受。 从上世纪70年代
中期开始， 郭万刚的父亲就在八步沙植树造
林，是当地有名的治沙“六老汉”之一。今年66
岁的郭万刚参与治沙也已经35年了。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八步沙林场完成了
20多万亩治沙任务， 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长
满了花棒、梭梭、刺槐等林木。“生活在沙漠边
的人，对生态变化的感触更深。只要还能动，
我们就会治沙不止。”郭万刚说。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任务十分繁重，
尤其是西部地区还缺林少绿， 严重制约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说， 全国剩余的宜林荒山荒地60%分布在像
塞罕坝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是最难啃的
硬骨头。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才能进
一步改善全国生态状况。

“在塞罕坝精神的激励下，造林绿化在河
北大地蔚然成风。”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表

示，全省将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
不移化解过剩产能， 培育壮大绿色循环低碳
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今后，生态脆弱地区和大江大河源头等
重要生态功能区，要像塞罕坝那样，新建一批
百万亩以上的规模化林场， 集中改善区域生
态状况，争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全面提升森
林生态系统功能。”张建龙说。

坚持绿色发展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夏天，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来塞罕
坝的游客比往年增多。在靠近塞罕坝林场的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羊场村，村民赵虎开办的
农家院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客人。“过去生活来
源主要靠种地和放牧，现在虽然禁牧了，但越
来越多的绿树成了我们致富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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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吉林省西部的向海保护区， 当地百姓
也有世代放牧的传统， 保护区内天然林面积
由1.9万公顷减少到现在的7000公顷。吉林省
从2016年起实施保护区移民， 通过禁止违规
放牧，从羊口中“夺回”12万亩固沙林地，并通
过推广圈养让百姓找到了新出路。

坚持绿色发展，就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福建的森林覆盖率多年来居全国前列。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态区位发生变化， 一些商
品林被划入重点生态区位禁止砍伐， 林农一
度面临守着满山林木却不能变现的尴尬。为
破解“保了生态、饿了肚子”难题，福建省2015
年率先在部分重点生态区位开展商品林赎买
等改革，让绿水青山的守护者有更多获得感。

坚持绿色发展，就要不断完善制度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 要以

塞罕坝林场为典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深入
研究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等相关配套措施， 推动各地改革任
务尽快落实。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从塞罕坝这个缩影可以看到，只要坚持

绿色发展，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一定
会创造出一个生态奇迹，使青山常在、清水长
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
生产生活。”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说。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