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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
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民生
的重大社会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还给老百姓清水
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真是太重要了。”19日
晚，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康乐花园社区，正
带着孩子遛弯的居民褚艳丽说， 小区挨着河
渠， 旁边就是河边公园。 前些年河里垃圾处
处、气味刺鼻、蚊虫横行，都不敢带孩子在水
边玩。近年来政府整治了附近的污染企业，水
干净了，大家都舒心。

广阳区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白亮说， 经过
一系列治污“组合拳”，廊坊已退出了全国城
市大气质量最后十名， 基层环保干部打好治
污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更强了。“只要久久为
功坚持干下去，就一定能还老百姓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我

国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如火如荼展开。
初夏的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绿意渐浓。治

沙带头人、内蒙古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治沙人激情
满怀，斗志昂扬。作为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中
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文彪希望与世界
分享中国的治沙经验， 将库布其经验推向全
国各大沙区，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土地退化
零增长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快构建生态文
明体系， 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
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以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 以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
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这五个体系是对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六项原则的具体部署， 也是从根本
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体系。”生态环境

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任勇说，不仅要
在社会生活中让人们树立绿色生活方式的观
念， 而且要在经济领域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
资本纳入微观经济的成本效益核算以及宏观
经济的统计核算体系中， 真正让绿水青山转
变成可计量、可考核的金山银山。

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带来发展方式的
深刻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全面推动
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
之策。”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罗杰说：“我们
将牢固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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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 确保
西藏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
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如何惠民、利民、为民？四川省林业厅
派驻汶川县克枯乡大寺村第一书记杜斌对此有
生动认识。他说，村里依托良好生态发展李子种
植产业，打造民宿旅游产业，走上一条绿色经济

的道路。 今年春节期间， 游客最多一天超过
3000人。 下一步还要推出四季乡村生态旅
游———“春看花、夏避暑、秋品果、冬踏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安徽省环保厅副厅长贺泽群说， 今年初全
省围绕控煤、控气、控尘、控车、控烧五大目标制
定了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并对
一季度未达到PM2.5季度目标的两个市， 实施
二季度涉气项目环评限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 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全力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做好环境监察
执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给了基层生态环境
保护队伍更强的信心和更大的底气。”湖北省
崇阳县环保局局长李林刚说， 我们最近创新
开展“零点夜查”常态化环保行动，凌晨到工
业园突击检查，排查偷排污水的企业。下一步
我们还要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 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我们的美丽家
园，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 � � �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
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着眼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深入阐述了保护
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
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
则。深邃的历史视野，宽广的世界眼光，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深
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
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现在，
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 不断满足人民需要、解

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党的宗旨和使命所在。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准

确把握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这次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六
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这六项重要原则，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的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就要切
实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重要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
道路； 深刻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
的宗旨精神， 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
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
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 就一定能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建成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
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载5月21日
《人民日报》）

中美就经贸磋商
发表联合声明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9日电 中美两国

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
明。声明内容如下：

根据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指示，
2018年5月17日至18日，由习近平主席特使、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和包括
财政部长姆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等成员的美方代表团就贸易问题进
行了建设性磋商。

双方同意， 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
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
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
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 这也有
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
源出口，美方将派团赴华讨论具体事项。

双方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进行
了讨论， 就创造有利条件增加上述领域的贸
易达成共识。

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同意加强
合作。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
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 将努力创造公
平竞争营商环境。

1500名高手越野崀山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曹进）5月19日是第8个“中国旅游日”，“潇湘
100” 第二届崀山国际越野赛在新宁县举行，
1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越野崀山。

上午7时， 选手们从崀山景区北大门出
发，一路上尽览崀山六绝美景，同时穿越无数
密林和陡坡。最终，来自新宁的王小叶和怀化
的唐夜龙分别获得30公里组男、 女冠军，55
公里刘凌志以7小时54分的成绩夺得男子组
冠军，周雅以8小时5分获得女子组冠军。

本届赛事由国际越野跑协会指导， 省体
育局、省旅发委主办，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
心承办。 近年新宁县着力构建县域特色的精
准扶贫攻坚模式， 大力推进体育与旅游的融
合，2017年至2021年，“潇湘100”国际越野赛
将连续5年在崀山风景区举办。

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遵循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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