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中国越来越美的五
年———蓝天越来越多，江河越来
越清，生态越来越好……“十三
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显著改
善， 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护绿增绿，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金秋时节，山西省太原市西山
的玉泉山公园仍是满目青翠，三三
两两的市民在林间小路散步。

“哪想得到，我们这里能从
一个废旧矿山变成大花园。 ”家
住玉泉山脚下的村民常春生说。
就在几年前，西山一带还是太原
市一大污染源。 曾经无序采矿让
山体满目疮痍， 刮风扬黑灰，下
雨流污水。

前几年， 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复转军人张俊平“认养”了玉
泉山，带着工人扎根山上，克服
缺水缺电等困难， 栽植树木 500
多万棵，把昔日的废矿山变成了
充满生机的城市“后花园”。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交通方便了，环境优美了，

发展机遇也来了。 ”常春生说，现
在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做小买卖，
开起了农家乐、采摘园，日子越

过越红火。
回眸“十三五”，像玉泉山

这样的生态巨变， 在很多地方
发生着———

在祁连山，牧民们从保护区
核心区迁出，持证矿业权全部退
出，水电站完成分类处置，曾经
喧闹的大山如今重回宁静。

在贺兰山，宁夏彻底关停保
护区内所有煤矿、 非煤矿山、洗
煤储煤厂等， 修复矿山生态，生
态环境严重破坏状况得到扭转。

在秦岭北麓，陕西持续开展
整治，曾经成群的违建别墅已不
见踪迹，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共享
的风景。

五年来，我国持续开展生态
保护修复，推动构建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组织
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
督，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大工程。

五年来，神州大地被越来越
多的绿色点染，毛乌素、浑善达
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四大沙地
生态状况整体改善。 森林资源持
续增长，人工林保存面积稳居全
球首位，赢得世界赞誉。

山水林田湖草，祖国山川生
机盎然，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正
变得越来越美。

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长江边的重庆市涪陵区，是
驰名中外的榨菜产地。 小小的

“青疙瘩”，成为当地富民兴农的
支柱产业。

然而，榨菜加工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废水怎么处理，曾让涪陵
区百胜镇一家榨菜生产合作社
的负责人刘会很头疼———废水
未经处理直排环境，导致部分河
流发黑发臭，也成为长江生态环
境的隐患。

“现在好了，污水管网接通
了，废水排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我们能增收、环境能增绿。 ”
刘会说，“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
长出榨菜‘金疙瘩’。 ”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 小小榨菜厂
的污染治理只是五年来我国全
面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个
缩影。

为“擦亮”蓝天，我国化解钢
铁产能约 2 亿吨，1.4 亿吨地条
钢全部清零；燃煤电厂累计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 8.9 亿千瓦； 推进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
区域散煤治理， 完成散煤治理

2500 万余户。
为保卫碧水， 我国建成了全

世界最大的污水处理能力； 地级
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中， 近九成原
本又黑又臭的河道告别“黑臭”；
长江经济带 95%的省级及以上工
业园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空气好了”“环境美了”，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切身感受。 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正
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绿色转型，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十一”黄金周，位于武
夷山南麓、闽江源头的福建三明
市旅游市场火爆， 共接待游客
42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4.73
亿元。

三明本是个重工业城市，尤
溪、将乐、建宁等地的矿藏资源
丰富。“挖山开矿马上就能带来
真金白银，但我们没有开这个口
子。 ”尤溪县委书记杨永生说，近
年来，全县封停了 170 多处无序
开矿点，并建立专业执法巡查队
伍，守护好绿水青山。

三明持续推进用清洁工艺、
环保技术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并大力培育森林康养、 休闲旅

居、医养结合等新业态，以“林
深、水美、人长寿”的亮丽形象，
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五年来， 绿色正在成为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各
地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 大力整
治“散乱污”企业，为拥抱“高精
尖”产业腾出空间，为环境守法企
业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五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绿色
建筑、绿色交通，经济社会全方
位绿色转型的步伐加快。 生活垃
圾分类，公共交通出行，节约粮
食、反对浪费等绿色生活方式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久前，我国宣布，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何建坤表示，我国率先控
制住疫情，并提出新的二氧化碳
减排目标， 就是向全世界明确，
中国要坚持走绿色复苏、绿色转
型之路。

新征程即将开启。 相信在新
发展理念指引下，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我们一定能早日建成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的美丽中国。 （据新华社）

““� �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
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十三五”即将
收官，“十四五”正待起航。

回眸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项民生事业迈上新台阶，民生保障更加坚强有力，一
幅写满百姓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画卷徐徐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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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回眸“十三五”系列述评之共享发展篇

人民至上， 牢牢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接近 10 月 17 日零时， 青岛
市宣布， 全员核酸检测基本完
成，10899145 个核酸样本检测均
出结果，除此前公布的确诊病例
外，无新增阳性样本。

120 小时！ 青岛市抓住此次
疫情处置“黄金窗口期”，果断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并全力救治确
诊患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
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
先进的设备、 最急需的资源，全
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到部署强
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坚持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始终是最坚定的指导
思想。

“人民”二字，串起了“十三

五”时期的发展脉络。
在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柞

水县小岭镇金米村，村民肖青松
的日子这两年越过越红火。 在当
地和央企中铁一局帮扶下，这个
曾经的贫困村建起了智能木耳
大棚、木耳培训中心等项目。 肖
青松承包了 4 万袋地栽木耳，去
年一年就挣了 5 万元。 家里装修
了老房子，还开了一个农家乐。

截至今年 9 月，金米村电商
平台网上销售木耳 2300 万元。
“产业扶贫， 重在因地制宜培育
特色产业，让群众受益，实现持
续稳定增收。 ”中铁一局工会主
席王力说。

以人民为中心， 保民生、惠
民生，“十三五”时期各项民生指
标不断改善。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十三五” 时期我国超过
5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

贫困。 贫困发生率从 2016 年的
4.5%下降至 2019 年的 0.6%，区
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
升。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30733 元，比 2015 年增
长 39.9%。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
快推进。2016年至 2019年全国棚
户区改造开工累计 2157万套。

补齐短板， 多措并举回应
民生关切

近日，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
头区的 220 千伏常青输变电工
程成功投运。

据建设单位国网温州市洞
头区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
朱圣敏介绍，常青输变电工程投
运后，温州实现县域 220 千伏变
电站全覆盖。

“工程建成后进一步完善了
温州电网结构，为当地居民生产
生活和旅游业、养殖业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能源保障。 ”他说。

关注民生， 就是要聚焦民生
短板，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一
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

“十三五”以来，我国加大民
生领域投入力度，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复杂

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带来
的冲击，我国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一系
列兜牢基本民生底线的清单任
务直指民生关切：

———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
人以上；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增加 30 元；

———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

———将参保不足 １ 年的农
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
保障；

———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
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
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回应
民生热点难点。 一项项目标，就
是一个个任务，就是党和政府工
作的重点。

在边陲省份新疆，“村村有医
生”不再是梦想。 截至 2019年底，
新疆已实现 898 个乡镇卫生院、
8602 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
覆盖，全面消除 1795 所村医“空
白点”，实现了村村有合格村医。

着眼未来， 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

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

铁路日均发送旅客 1153 万人
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665.6
亿元……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
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发展的
底气，更让人们看到百姓对未来
的憧憬和信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
和支持就是国家奋进的力量。

今年 8 月，“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活动。
通过互联网就“十四五”规划编
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在
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史上是第一
次。 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
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十三五”时期，我国各项

民生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2019
年，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4.8%，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
过 5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 10.7 年。人民健康
和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居
民 平 均 预 期 寿 命 2019 年 达
77.3 岁。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
点。 ”人们期待，以五年规划为起
点，新的蓝图将描绘更亮丽的民
生底色。

（据新华社）

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回眸“十三五”系列述评之绿色发展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