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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2 月 12 日电(记者徐海
波、侯文坤)“九省通衢”的湖北担当着
构建长江中游绿色生态廊道，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的使命。近些年，湖北以“绿
满荆楚”行动，推进国土绿化、荒山荒
漠治理，为祖国版图镶嵌上一颗绿色生
态之心。

从“开山挖矿”到“抢山开荒”

“明年四月，牡丹花开，这里又是漫山
流彩。”坡岗上，张立国翻着手机里的美图，
一张张展示给记者。眼前雨中灰蒙蒙的荒
山头，来年的风景令人憧憬。

这是张立国的第二次创业。3 年前，这
个曾经的“矿老板”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栽
花，还选址在当地有“黄土高坡”之称的湖
北省随县尚市镇。他一口气流转了 2 万亩
荒地，荒坡秃岗得以成为大花园。

“矿总有挖空的一天，还破坏环境，持
续不得。”张立国说，3 年前的决定是生态
与产业的“共鸣”。

尚市镇隔壁的随县万和镇，曾深陷石

材开采带来的环境破坏之痛，村民每天戴
口罩出行，黑黄色的水四处流淌。“今年以
来，所有企业都停工，工人、机械全部上山
造林。”万和镇干部程合宝说，谁破坏，谁恢
复，万和镇 50 多家石材企业成为矿山复绿
责任主体，与林业部门等一起为山体“疗
伤”。

清理、整形、覆土、复绿……当年劈山
采石，而今壮士断腕，荒坡覆土植新绿，秃
岭又现一片青。一棵棵树苗栽上了山坡，一
个个生态认识植入了人心。

2014 年冬，一场持续盛大的植树绿化
行动在湖北全面展开——— 以“绿满荆楚”打
造长江中游绿色生态廊道。3 年来，植树护
绿成为社会各界的自觉行动，全省义务植
树 3 . 7 亿株，累计添绿 997 万余亩。

从“靠山吃山”到“造绿吃绿”

植树造林，改变的不仅是城乡风貌，更
多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面貌。

高山峡谷中的宜昌市夷陵区姜家庙
村，农户在谷底依河而居。过去“靠山吃

山”，村集体办木材加工厂，砍树卖钱；村民
砍柴做饭烤火，烧灰积肥下田……山上的
树几乎被整光，找根做扁担的树干要跑几
座山。

“那会儿，山上是光的、河水是浑的，一
年到头看不到几个人。”村民覃宗槐说，近
几年，市县领导带头上山栽树，被挖的树坑
又栽上新树，林子慢慢蓄起来了。山绿了，
河清了，一年四季来看风景，品尝农家饭的
城里人也多了。

越来越绿的山林，让村民看到了新气
象，也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村支部
书记屈克柱告诉记者，现在没人舍得砍树，
都抢着栽树。村里有 80 多家农家乐，全村
每年接待游客 18 万多人次，农户户均增收
近 6000 元。

摆脱一味索取、破坏的“吃山”怪
圈，一批绿色富民产业在湖北兴起。近 3
年，借助“绿满荆楚”政策东风，湖北各
地共新建油茶、核桃、板栗、中药材等特
色经济林基地 357 万亩。有的农民既成为
基地“股民”，又到基地打工，收入大幅
增加。

从“荒漠之地”到“净水之源”

湖北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地，是三峡库区所在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地，肩负“一库清水送北京”重任，对长
江中下游生态安全有着重要影响。

丹江口市是全国石漠化综合治理县
市。因当地的山体发红，难长树木，当地人
戏称为“火焰山”。为给“火焰山”披上“绿
装”，丹江口市用炸药小炮松土、砌石挡土、
移土造林、植树种草等一系列举措修复生
态，终于换来碧绿山色。“绿满荆楚”开展以
来，点绿已绘成漫山碧翠。神农架，被誉为北
纬 31°的绿色奇迹，是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
也是三峡库区天然绿色屏障。过去 5年，神农
架森林覆盖率由 88%上升到了 91%，核心保
护区内更高达 96%。曾因环境变化而消失了
100多年的大熊猫，也于去年 10月重返神农
架故土。“绿满荆楚行动基本实现了绿色全
覆盖，但全省还有部分荒山没有绿化。”湖
北省林业厅厅长刘新池介绍，湖北力争用 3
年时间，实现全省宜林荒山全绿化。

以“绿满荆楚”行动，推进国土绿化、荒山荒漠治理

湖北：九省通衢之地镶嵌绿色生态之心

（上接 1 版）“我这次从北京开会学了‘七个新’：新成就、新方位、新
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境界、新征程。”十九大代表、宁夏盐池县曾记
畔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回到家乡宣讲十九大精神。讲到过去五年成就、
未来发展前景、中央关心支持“三农”，乡亲们欢欣鼓舞。

这个曾经有名的贫困村，过去五年变化翻天覆地：泥泞土路变成了
水泥路，家家通水、通电、通网，人均收入超过 8000 元。

朱玉国说，下一步要增加贷款加大养殖补栏，寻求劳务输出……中
央政策温暖人心，大伙干劲十足。

日前，天津市宁河区齐心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园区及周边村镇的党
员们赶来参加学习十九大精神活动。

有 53 年党龄的大龙湾村村民李书元第一个发言：“十九大报告中，
把环保、乡村建设等等都想到了，都是咱老百姓琢磨的事，真感觉鼓舞
人心。”

“就像咱齐心园区的名字一样，我们要坚定不移跟党走，齐心协力
奔小康！”潘庄镇党委副书记郑硕林说。

———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需要把握好人民新需求。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医养结合”顺应人民新需求。十九大代表、江
苏扬州文昌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郑翔调研发现，现在小区老人养老、医
疗需求强烈。郑翔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带领大家加速和专业康养团队的
合作，改造社区老年公寓设施，配备专业人员，力争明年推出全新的医
养融合、康养结合的老年公寓。

“居民新需求就是社区工作新着力点。”郑翔说。
———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人民生活一定会

一年更比一年好。
住房是当前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

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上
海退休教师杨晓宏深感温暖。

“租购并举是一条好出路。”杨晓宏说。他一家住在旧式里弄，儿子
明年结婚，房子不够住了。“相信不用多久，儿子的婚房和我们的养老
房，都可以靠租房来解决。”

“民生改革每前进一小步，人民获得感就会前进一大步。”十九大代
表、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王为人说，下一步要大力发展公租房，还要对
没有独立厨卫的旧公房进行改造，便利群众生活。

引领航船破浪前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分两步走”战略安排让目

标更加明晰

“思想统一了，知道怎么干了，我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36 岁的张延辉是河南平顶山天健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流转了

1500 多亩土地种植蔬菜，“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政
策让他下决心再流转 2000 多亩地。

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机关学校，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记者调研发
现，十九大确定的指导思想、作出的战略安排，正在转化为全国人民的
共识，并化为行动。

——— 举旗定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党全
国人民的行动指南。

“人心齐、泰山移。13 亿多人要实现复兴大业，必须统一思想才能
形成合力。”十九大代表、河南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说。

蔡松涛认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
性变革，兰考实现脱贫，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踏上新征程，更要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领，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凝聚和扩大共识。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十九大
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徐川近日连续以课
堂讲解、专题讲座、小组讨论、网络视频等方式，向学生宣讲十九大精神。

徐川比喻道，党是引领我们事业的火车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学生们结合自身经历一同热烈讨
论，共识不断扩大。

——— 蓝图绘就，“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明晰了奋斗的目标。

延安梁家河村村史馆。连日来，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黄土高原
山沟沟的村史馆，记载着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

“新蓝图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过去五年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未来
一定会更美好！”梁家河村第一书记申连庚正在带领大家制定新的发展
规划，要把梁家河村打造成美丽乡村示范基地、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
地、青少年三观教育基地。“支部班子要强，产业基础要强，生态环境要
强，基本公共服务要强，都做好了，梁家河村就能强起来。”
十九大代表、福建莆田荔丰鞋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翁钰珍说，实现

“两个一百年”，要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钻研工艺提升效率，推动“中国
制造”转型升级。

——— 一代接着一代干，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出坚实脚步。

“2014 年至 2015 年，改造水系 500 米，道路绿化提升 2000 平方
米”“2016 年，承办首届古村年味节，建立 450 平方米的乡村记忆
馆”……在浙江新昌县梅渚镇政府办公室里，一本《梅渚村谱》记录了上
一届村两委的作为。

“这是我们对照的标杆，激励我们一任接着一任加油干。”梅渚镇梅
渚村村支书黄黎明说，村里人均收入 1 . 3 万元，在浙江仍属发展薄弱
村。目前正在打造 3A 级旅游区，力争 2019 年人均收入达到 1 . 8 万元。

“我在基层越干越有劲、越干越自信、越干越有获得感。”今年 32 岁
的十九大代表、沈阳市八一街道党建指导站科长吴书香说，希望我们这
一代人能在为“两个一百年”目标接力奋斗过程中，从国家建设的生力
军成长为主力军。

凝聚磅礴力量：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激

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依靠人民实现历史伟业

十九大报告描绘的民族复兴美好前景振奋人心，广大干部群众结
合自身实际，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正汇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
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

11 月 22 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信达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成立。
“我们正在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全面

从严治党，要靠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去落实。”十九大代表、渭南市临渭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贾向东说，党的十九大对基层党建提出新要求，下一
步将强化基层党建考核、督查、通报，还要谋划建立城市党建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整合社区内各单位资源更好地服务人民。

———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实现历史伟业必须激发全体人民的力量，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不久前，十九大代表、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配电抢修班
长张黎明在一次关键性实验中，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正在研发攻坚的
带电作业机器人第二次现场作业调试。他在各种场合宣讲十九大报告
对创新的安排部署，听众深受感染。

“新时代电力工人，不仅要出力流汗更要贡献智慧，要把工作场所
变成创新阵地。”拥有 24项专利、孵化出 8 个创新工作坊的张黎明说，
下一步将带动更多年轻人创新，帮助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的新一代产业工人队伍。

——— 实现梦想的道路充满荆棘，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向着民
族复兴奋勇前进。

中国民航大学北院礼堂，十九大代表、中国女排奥运冠军魏秋月在
这里宣讲十九大精神，700 多名师生听得聚精会神。

改革开放伊始，团结拼搏的女排精神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成为宝
贵精神财富。

魏秋月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需要弘扬
敬业精神、吃苦精神、变革精神，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顽强拼搏、永不言弃、坚持不懈、自强不息，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应
当具备的品质。”民航大学法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钱赟说，要认真学
习十九大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历史的重任，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唯有勇于担当、苦干实干才
能不负新时代。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指引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奋
力拼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如同日出东方、势不可挡。

守护一渠清水
南水北调水源地绿色发展转型记

新华社郑州 12 月 11 日电（记者孙志
平、宋晓东）两岸青葱，鸣鸟低旋，一库清水
静谧。3 年前，清冽的丹江水从这奔涌而
出，沿着千里长渠一路北上，流过中原、奔
入京津。守着“大水缸”，握着“水龙头”，作
为南水北调中线最重要的水源地，为守护
好这一渠清水，河南省淅川县淘汰落后产
业，向绿色发展转型。3 年来，经历过转型
阵痛的淅川开始尝到了绿色发展的甜头，
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步伐。

南水北调撬动绿色转型

寒风料峭，但在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
远远望去，4000 多亩连片的软籽石榴树就
像一片绿毯，护卫着南水北调中线干渠。

张河村曾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蔬菜村，
村里种辣椒、南瓜，老百姓收入一直不错，
但种植蔬菜时间长了，化肥农药污染的问
题日益显现，土壤出现板结，农产品质量也
明显下降。“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谁都没有转型的勇气。”张河村村支书张
家祥说。

2014 年，由于南水北调干渠从张河村
穿村而过，为了保证水质安全，绿色转型成
为张河村必须做出的选择。为了转型发展，
2014 年张河村统一流转土地，全村 4800
多亩耕地全部种植软籽石榴，开启了生态
农业模式。张家祥介绍，过去种植蔬菜，平
均一亩地施用化肥 400斤，现在全部使用
有机肥，不再使用化肥，将农业生产的化肥
面源污染降到了最低。

绿色农业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过去
种植蔬菜，每亩地产值不到 2000 元，现在
种植石榴每亩地产值能达到 1 . 5 万元。张
家祥说，绿色转型让村里环境变好、收入提
高，现在全村年人均收入超过 8000 元，比
过去增加了将近 1 倍。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
地，淅川县保护水质安全的责任重大，为了
将污染危险降到最低，淅川县还积极调整
产业结构，推进工业的转型升级。”淅川县
副县长刘现说。

在淅川福源制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新
修建的厂房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来往穿梭，
一片繁忙，而隔壁是破败的氯碱加工厂房，
还未完全拆除的残垣断壁孤零零地矗立
着，与新厂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淅
川工业转型的写照。

2012 年起，为确保水质安全，淅川关
停并转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淅川丰
源氯碱有限公司被关停后，转型成立了福
源制业有限公司。公司经理郭新彦说，关停
时企业固定资产已经超过 9000 万元，最高
年产值达到 2 亿元，职工人数超过 350 人。
“关闭时确实不舍，但现在看起来是做了一
个最正确的选择。”郭新彦说，转型后的福

源制业经营食品加工、食品包装，相比过去
的氯碱企业利润率更高，行业前景更好，3
年内能够实现年产值 3 亿-5 亿元。

南水北调对水质保护的要求，给淅川
戴上了“紧箍”，也成为撬动绿色转型的“金
箍棒”。目前，淅川县生态产业种植面积已
达到 30 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
达 98 . 7 万亩；工业产业结构明显优化，重
化工业占工业总量的比值从 2005 年的
70%下降到 30%，全县的工业主导产业已
从化工业转为机械装备制造业，行业年产
值达 150 亿元。

克服转型阵痛 坚定转型步伐

绿色转型之初，这个贫困县克服了企
业大量关停、人员大规模下岗、财政收入锐
减、环保成本居高不下等一系列挑战。

在河南天一减震科技有限公司，刚刚
投产的厂房中还稍显空荡，预计年产减震
器 40 万-50 万只。“我们的产品在市场是
供不应求的，但产量有限，不少企业拿着订
单来找我们，我们都不敢接。”公司副总经
理陈淅伟说。这家公司前身是淅川县丰源
化工有限公司，经过 10 年努力企业终于完
成转型。

淅川县发改委副主任何景奇介绍，
2002 年到 2012 年间，淅川县一共关停并
转的企业达到 350 家，下岗工人达 1 . 9 万
人，淅川县每年财政收入减少 2 . 8 亿元，
而每年因保水质而增加的财政支出达到 5
亿元，如此巨大的财政压力也给淅川发展
造成了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
市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

“绿色转型要有勇气和担当，时代要求
我们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在关停污染企业的
同时，淅川县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瞄准
市场，调整工业结构，聚焦汽车零部件和农
副产品加工产业，建设了一批汽车零部件、
新能源、食品加工等工业项目。

在淅川县淅减汽车减震器公司，这里生
产的减震器畅销国内外，配套在奔驰、法拉
利等国际一线品牌车辆上，以淅减公司为龙
头的汽车减震器行业已经成为带动淅川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点。2017 年上半年，淅川县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 134 .1亿元，工业增
加值 26 .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114亿元，实
现利润 6亿元，其中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
业达 40家。

从阵痛中走过，淅川绿色转型的步伐
更加坚定。今年，淅减公司年产 5 万只高速
列车减震器项目竣工投产；福森集团年产
3 亿支双黄连口服液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开始生产；淅川金博橡塑公司年产 300 万
只空气弹簧减震器项目研发中心投入使
用……伴着一渠清水的淙淙流过，一批无

污染、高科技的现代企业在“南水”的源头
扎下了根。

发展生态农业 探索绿色扶贫

在淅川县金河镇彪池村，一个个蔬菜
大棚整齐排列，贫困户王发守着大棚忙活
着正起劲。“过去山上刨食水里捞鱼，不赚
钱还坏了环境，现在有大棚种无公害蔬菜，
干一年顶过去几年，干对了脱贫也容易。”
贫困户王发说。

集山区、库区、边缘区、贫困区于一体
的淅川，人均耕地少，生产生活条件差，贫
困人口众多，是河南省 4 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在保护水质要求下，淅川又面临着“有
树不能伐、有鱼不能捕、有矿不能开、有畜
不能养”的窘境。“既要山美水美也要民富
县强，绿色转型发展是带动脱贫奔小康的
最好契机。”卢捍卫说。

淅川立足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实际，探

索出一条绿色扶贫之路。通过“公司+基地
+贫困户”的模式，淅川引导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到贫困村建设产业基地，通过这种
模式，淅川全县发展金银花、软籽石榴、有
机蔬菜等绿色生态产业，面积达 50 多万
亩，人均年收入 5000 多元，带动 3500 多
户、近万名贫困人口脱贫。

今天的淅川，绿色转型初见成效，但转
型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何景奇举例
说，淅川现在以汽车装备制造业为支柱产
业，但受到环保要求，不能发展喷涂电镀
等，直接导致了淅川整车装配、生产的工艺
的不完整，对产业发展产生了影响。今年淅
川县还提出了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
于国家清洁生产水平，这也提高了引进制
造业企业的门槛，对当地制造业的发展来
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淅川县县长杨红忠说，绿色转型让淅
川尝到了甜头，也带来了挑战，但绿色发展
的信念绝不动摇，坚决守护好一渠清水。

▲在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中药材种植基地，农民在采摘金银花（拼版照
片， 2016 年 7 月 3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东风汽车公司近日举行企业社会责任
大会，会上发布东风公司《 2017 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及中国汽车行业首份《精准扶贫
专项报告》。

这两份报告显示，这家国企近年来利
用汽车产业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大、拉动
就业人数多、辐射范围广等特点，进行多角
度、多领域的产业扶贫，带动西藏、新疆、广
西以及湖北等地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形成
全价值链、全产业链参与扶贫、支持扶贫的
良好局面。

东风汽车公司是近些年中国企业加
强社会责任建设的一个缩影。国务院国
资委综合局社会责任处处长王泽程说，
近些年来，中央企业累计投入扶贫开发

资金超过 75 亿元，各类定点扶贫项目近
3000 个，已成为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力
量。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实现自身盈
利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社会建设领域。”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
宏武说。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中心指导主办的“2017中国社会责
任百人论坛暨首届北京责任展”上，发布了

《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7)》及企业社会
责任发展指数榜单。

这是该报告连续 9 年发布，对中国企
业 300 强、国有企业 100 强、民营企业 100
强、外资企业 100 强、16 个重点行业企业

以及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水平进行
评价。

报告显示，2017 年，随着国内外经济
社会环境变化和企业自身重视程度的增
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持续
增长。2010 年以来，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达
到五星级企业数量持续增加，由 2010 年的
1 家增加到今年的 43 家；而一星级的企业
数量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由 2010 年的
218 家下降到今年的 130 家。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 300 强呈现社会
责任不断发展、优秀企业不断增多的态势。
国有企业 100 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持续领
先于民营企业 100 强、外资企业 100 强，并
呈现差异化明显的趋势。

自 2007 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
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来，
围绕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话题，各
种政策要求渐次出台，逐渐推动国有企业
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

在企业社会责任大会上，东风汽车公
司董事长竺延风承诺，东风将把社会责
任记在心上、牢牢扛在肩上，一鼓作气帮
助受援地打赢扶贫攻坚战，坚决履行好
中央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
任。

“社会责任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中国
企业的关注，它们正在积极投身其中，加强
自身社会责任建设。”钟宏武说。

(记者徐海波、吴植)

中国企业积极投身社会建设领域
央企累计投入扶贫开发资金超 75 亿元，各类定点扶贫项目近 3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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