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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天安门广场向南 40 多公里处，已经封顶的北京新机场主
航站楼主体结构，犹如一只金凤凰展翅高飞。

俯瞰京津冀，一幅以密布环绕的高铁、城际铁路、市域铁
路、高速公路为骨架，呈多节点、网格状的交通网蓝图正徐徐
铺开，犹如一颗巨钻熠熠生辉。

这里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京畿重地，濒临渤海，携
揽“三北”，面积 21 . 6 万平方公里，承载 1 亿多人口，是拉动中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这里是区域发展难啃的硬骨头：既有大城市病的困扰，又
有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的困惑，资源环境超载矛盾严重，老大难
问题亟待破题。

迎难而上，探寻突破路径，这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担当；
放眼长远，功成不必在我，这是一份博大的胸襟气魄。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考察工作。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座谈会，在讲话中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大国家战略。

3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高瞻远瞩顶层设计，稳扎稳打全面实施，京津
冀这方热土日新月异，正在书写中国区域发展的当代传奇，筑
造着引领时代新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着眼全局发展的战略举措——— 大

思路、大布局：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

路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

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北京，这座世界名城，拥有 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860 多
年的建都史。

时光步入 21世纪，这座有着 2000 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一个以首都为核心的庞大城市群，如何谱写新的发展辉煌？

这是历史的追问，这是时代的课题。
2014 年 2 月 25 日，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迎来一位特殊的

参观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约 1 小时 25 分的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了介绍北京
建城史、建都史和北京城市变化情况的专题片，认真了解北京
地理环境、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变化等情况。在考察过程

中，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百姓居住环境、空气质量、生活状
况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

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
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
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
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一个着眼中国未来发展大格局的战略谋划呼之欲出。
京津冀，涵盖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省 11 个地级

市，人口超过 1 亿，GDP 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三地本应依
靠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资源共享，可以实现一加二大于
三的效果，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一面是发达的中心，一面是落后的腹地。京津两地过于肥
胖，大城市病突出，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特别是河北发展
与两地呈现“断崖式”差距，河北人均 GDP是京津两市的 40%
左右，人均收入是两地的一半，教育投入只及北京的三分之
一。

一面是问题交织，一面是难以独善其身。资源环境承载超
限，三地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超采问题突出，三省市年均超采
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雾霾频发，大气污染成为全国最突出的
区域。

这既是全国诸多城市群存在症候的一个缩影，也是区域
不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新形势下

引领新发展、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区域协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追求的一个目

标，问题尚没有根本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说，通过京津冀
协同发展，可以实现重点突破，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释放
新的增长动力，给全国带来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大战略需要理清大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心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
2013 年 5 月，他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 2013 年 8 月，他在北戴河主
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
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
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河
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深思熟虑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构想在总书记心中越来
越清晰。在 2014 年 2 月 26 日的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大家一
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
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
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

此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统筹指导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工作。

2014 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指导其办公室会

同 30 多个部门、三省市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多
次深入调查研究，反复修改完善，先后 7 轮征求各方意见，形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稿。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

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
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
的目标一起做”……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战略规划设计多次
提出明确要求。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研究规划纲要并发表重要讲话，
进一步明确这项战略的目标、思路和方法。

高瞻远瞩，从长计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走出一条
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
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龙衮九章，但挈一领。

2015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
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
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设定了区域功能整体定位和三
地功能定位。

顶层设计，为这项战略实施提供了形成强大合力的行动指
南，京津冀地区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窗口期，协同发展
由此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举措”；
“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有序推进”；
“要把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重要抓手”；
……
3 年来，一次次考察，一个个会议，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在
不同时段和关键节点给予重要指导。

春华秋实，三年有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基本形成。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市
的五年规划，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于 2016
年发布实施。京津冀空间规划编制完成，并相继出台京津冀交
通、生态、产业等 12 个专项规划和一系列政策意见，形成目标
一致、层次明确、互相衔接的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将推动三地实
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
重要进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交通一体化格局加快
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进，产业升级转移稳步推进，三
地产业互动和经济要素进入快速融合通道，协同发展实现良
好开局。

协同 ，既是区域发展的必由路径 ，更是响当当的生产
力———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2016 年京津冀交出
了一份可观的成绩单：北京经济增速达到 6 . 7% ，服务业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80 . 3% ；天津经济增速达 9% ，继续位
居全国前列；河北省经济增速达 6 . 8% ，产业实现“健身增
效”。 （下转 2 版）

站在时代的潮头，筑造历史性工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周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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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维汉、罗沙、白阳、丁小溪

举国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即将提交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的代表审议。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
典编纂将迈出重要一步，法治中国建设又要翻开新的一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2016 年法治中国不断筑就改革发展的牢固基石。即将召
开的全国两会，将引领法治建设迈上新征程。

用好法律这个治国理政的重器，确保在

深刻变革中井然有序

治国如果是一曲“乐章”，法治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旋
律”。

2016 年，反腐败斗争在法治轨道上深入向前推进。
这年岁末，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

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今年 1
月，三省市监察委员会成立。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于法有据越来越成为
整个社会的共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全面依法治国是有力的保
障。

法治中国的新实践让规则更完备———
2016 年，40 多名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落马官员受审或

被判刑，判决中更是首次出现“终身监禁”。这是刑法修正案
(九)中对贪腐犯罪引入终身监禁规定以来，司法审判落下的

重槌，防止贪官“花钱减刑”“以权赎人”提前出狱，制度的笼子
越扎越紧。

网络安全法出台，国家情报法草案提交审议，国家安全
法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环境保护税法审议通过，开启“以
税治污”新路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使文化产业领
域立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
完善。

创制性地处理辽宁拉票贿选案的有关法律问题，维护社
会主义法治权威与尊严；依法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做
出解释，表明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全国人
大常委会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法治中国的新实践让治理更有力———
执法法官依法搜查一家“老赖”公司财务室，对负责人

当场采取拘留强制措施…… 2016 年 10 月起，人民法院解决
“执行难”的决心和努力，通过互联网直播展现在世人面
前。

去年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 529 . 2 万件，执结 507 . 9 万
件，同比分别上升 24 . 2% 和 33 . 7%。实际执行到位金额超过
1 万亿元。

“司法执行不‘挂空挡’。”全国人大代表杨桂生说，“公平正
义终究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开放透明的案件执
行过程，震慑失信被执行人。法院运用信息化建设解决‘人财
难找’的问题，值得点赞。”

法治中国的新实践让社会迸发活力———
2016 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

护产权的意见。“两高”相继发布司法政策，坚决防止把经济纠
纷当作犯罪处理，保障涉案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给整个社会
吃下了“定心丸”。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坚持在法治轨道上
统筹社会力量、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就能确保社
会主义中国在深刻的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按下公平正义“快进键”，让人民群众在

法治中国有更大获得感

世界最大的司法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在哪里？答案是：在
中国。

中国裁判文书网已成为展示中国法治文明的重要窗口。
2600 多万件裁判文书，浏览量超过 60 亿人次，其中很大一
部分浏览量来自海外。

网络化、信息化成为解决司法公开难题的“改革突破
口”。

“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
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各项改革，而
唯有以公平正义为引领的改革，才能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更加
和谐有序。”

纠正冤假错案，彰显公平正义———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

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里， 72 岁的张焕枝流下热泪。 21 年
的坚守，她终于在这一天为儿子聂树斌迎来了这个庄严宣
判。

去年前 10 个月，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宣告 808 人无罪。
陈满案、刘吉强案、钱仁风案……一批冤错案件得到纠正，
公平正义得以彰显。

问题出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司法机关从冤假错案
中深刻汲取教训，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防范机制，构建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局，落实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
律原则，坚决守住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

群众身边事儿，体验公平正义———
能异地办理身份证，免去来回奔波之苦，这是很多人梦

寐以求的便利。 （下转 2 版）

奋进中国的法治保障
迎接全国两会系列述评之三

迎 接 两 会 特 稿

新华社记者任会斌、刘磊

一场大雪过后，黄河内蒙古段两
岸银装素裹。“瑞雪兆丰年，希望今年
开河鱼能卖个好价钱。”58 岁的胡彩
云在炖鱼的间隙，满怀憧憬地说。

胡彩云家住内蒙古准格尔旗大路
镇小滩子村。13 年来，他凭着炖鱼的
好手艺待客，脱贫，发家，成为村民们
发展的引路人。

“我能有点发展，要说窍门，就是
沾了政府修沿河路的光。”他说。

小滩子村 911 户人，有 5400 多亩
水浇地、3400 多亩水塘，听着条件不
错。然而，村庄坐落在黄河滩里，北有
黄河阻隔，南有大山挡道，河滩里过去
又不通公路，村民饱尝穷困之苦。

“往年，沿河滩走 60 多里才能寻
见公路，去趟镇上也得星行夜归。一下
雨雪，开春解冻，河滩就成了泥沼，地
里收成都难运出去，谁会把养鱼当回
事？”小滩子村前任党支部书记辛利军
说。

胡彩云家有 15 亩水浇地，还有大
小 15 处共 70 多亩水塘。他回忆说：
“以前水塘都荒着，地里主要种玉米和
杂粮，好年景也就够温饱，多数年份得
拉饥荒。偶尔喝顿塑料袋装的烧酒也
得赊账，等卖了收成再还，有时当年都
还不上。”

瓦工、杂工、帮厨……年轻时，胡彩云为挣点零花钱四处
奔波。“听说养黄河鱼赚钱，可是运不出去，该咋卖？”百般思索
后，2003 年胡彩云决定用帮厨学的手艺开炖鱼馆，自产自销。

“腾了两间土房，桌子也是两张。”回想当年，老汉忍不住
笑了，“干了三年多，才想起立块牌子。”

由于不通公路，那时候村里吃鱼的人又不多，营业断断续
续。“有时候正在地里干活，来了客人，得赶紧往家跑”。

机遇降临是在 2008 年。这一年，当地政府在山脚下修了
条沿河沙土路。“过往的车辆很多，有些人还专门来玩。”胡彩
云当机立断，拿出积蓄建起七间瓦房，新添置 10 来张桌子，把
炖鱼馆挪到了路旁，“都说要想富，先修路。政府修好了路，你
得把它傍住，才会有生钱的门道。”

“‘炖鱼’的大牌子，老远就能望见。当时这段 20 多里长的
路上，只有两三家饭馆，你想生意得多好。”胡彩云感叹道，“旺
季时一天接待 30 多桌，一天营业额少说也有六七千元。”

胡彩云家养的鱼逐渐增加，年产七万多斤，大部分自
用。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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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机场建设工地航拍图（2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初春时节，福州市区各大公园的鲜花次第开
放，橙腹叶鹎、绣眼等鸟类在花间穿行嬉戏，吸引
许多市民前往观赏。 新华社记者梅永存摄

春鸟纷飞
2 月 26 日，在湖南省衡阳县华山村，旗袍爱好

者从油菜花海中穿过。南国春来早，从空中俯瞰，处
处流淌着春的气息。 新华社发(曹正平摄)

南国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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