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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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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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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美

丽中国建设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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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7 版）

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于
5 月 15 日至 19 日应邀赴美访问。经过几天
紧张艰苦的磋商，中美双方最终达成了不打
贸易战的共识，并在当地时间 19 日下午就经
贸磋商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双方将在诸多
领域加强经贸合作。可以说，这是一次积极、
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是对两国元
首此前达成重要共识的落实，对中美两国人
民和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从今年 2 月底刘鹤赴美沟通，到 5 月初美
方主动派出代表团到中国磋商，随后习近平主
席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再到此次美
邀请刘鹤率团赴美，这一切传递出一个清晰的
信号：在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的指引
下，双方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不断迈进。

从北京磋商的“坦诚 、高效 、富有建设
性”，到华盛顿磋商的“积极、务实、富有建设
性和成果”，几字之变却颇有深意：磋商次数
增加的同时，磋商成果在不断向前推进。上次
磋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存较大分歧，但这
次却在不少具体领域取得更多进展，比如在
能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
加强经贸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鼓励

双向投资等。这些来之不易成果的背后，是双
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妥善解
决经贸争端而积极寻找办法的不懈努力。

谈判是互谅互让的艺术，是在相互妥协中
寻求彼此利益交集。一方吃亏的交易不会持
续，双方共赢的合作才能长久。此次双方就经
贸磋商发布的联合声明就是一个共赢的典范。

美国加大对中国优质能源和农产品等出口，于
美国，将利于其削减贸易赤字，促进其经济发
展；于中国，可以促进产品供应多元化和优质
化，更好地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
需要，对提升世界各国百姓福祉也是利好。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每项成果的达
成都绝非易事。无论在北京还是华盛顿，面对

美方的不合理要求，中国政府从来都是坚决
回击，绝不妥协，不接受对方所设的限定条
件。一切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从中国实际
发展需要出发，是中方谈判始终坚持的原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在经济结构
和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让两国经贸争端
的解决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因
此，管控分歧、解决问题更需双方付出诚
意、智慧和耐心。从最初的剑拔弩张到今天
磋商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美双方本着互相尊
重、互利共赢的理念，就没有迈不过的坎，
跨不过的山。 (记者于佳欣、朱东阳)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9 日电

互利共赢 ，让中美经贸磋商不断向前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
《意见》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对建立激励机制
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
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提出明确
要求。《意见》的制定
实施，对充分调动和激
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
党委(党组)要大力加强
干部思想教育，引导和
促进广大干部强化“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切实增强政治担
当、历史担当、责任担
当，努力创造属于新时
代的光辉业绩。要落实
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
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
部，鲜明树立重实干重
实绩的用人导向。要完
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充
分发挥考核对干部的激
励鞭策作用。要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
要求，宽容干部在工作
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
失误错误，旗帜鲜明为
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
劲。要围绕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强化
能力培训和实践锻炼，
同时把关心关爱干部的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
大力宣传改革创新、干
事创业的先进典型，激
励广大干部见贤思齐、
奋发有为，撸起袖子加
油干，凝聚形成创新创
业的强大合力。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意见》中的重要情况
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现就建立激励机
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提出如下意见。

一、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部头脑，增强干部信
心，增进干部自觉，鼓舞干部斗志。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
和约束并重，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
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满怀激情地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深刻领会新时代、新思想、
新矛盾、新目标提出的新要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
头的历史担当，努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不断锐意进取、担当
作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不负党和人民重托，以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干其事、求其
效，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各
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担
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以
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

二、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坚持好干部标
准，突出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
过硬，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
的干部。坚持从对党忠诚的高度看待干部是否担当作为，注
重从精神状态、作风状况考察政治素质，既看日常工作中的
担当，又看大事要事难事中的表现。坚持有为才有位，突出
实践实干实效，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
会有舞台。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干部，公平公正对待干
部，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
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坚持优者上、庸者下、劣者
汰，对巡视等工作中发现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不坚决不全面不到位等问题，组织部门要及时跟进，
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根据具体情节该免职的免职、该调
整的调整、该降职的降职，使能上能下成为常态。

三、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鞭策作用。适应新
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切实解决干
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突出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考核，制定出台党政领导干部
考核工作条例，改进年度考核，推进平时考核，构建完整
的干部考核工作制度体系。体现差异化要求，合理设置干
部考核指标，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增强考核的科学性、针
对性、可操作性，调动和保护好各区域、各战线、各层级
干部的积极性。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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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在贵州黎平县尚重镇洋洞村，当地
农民牵着近千头耕牛走进田间参加传统农耕活动，
迎接“小满”节气。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千牛同耕

从 追 赶 时 代 到 引 领 时 代
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山东青岛崂山风景区 5 月 19 日至 20 日出现
云海景观，雾气缭绕，笼罩山峰，与远处的大海交
相呼应，景色迷人。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崂山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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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一座城市，高度浓缩一个时代精华；
一个政党，引领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如同施展了法术，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

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拥有
2000 万人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深圳奇迹般
崛起于中国南方，绽放夺目光彩。

什么造就了深圳？
是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是改革开放释

放的强大活力，让深圳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
命力，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
会越走越宽广。

激情的岁月

——— 追忆历史激荡与争锋，

深圳近 40 年梦幻般的崛起，用铁

一般的事实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伟大觉醒，印证改革开放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由之路

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前海，被称作“特
区中的特区”，近 5 年每年平均诞生超过 3
万家企业，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
者。

“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
先的地方，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2012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选择广东，首站即
来到深圳前海。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这片
改革前沿地，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示了改
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在迎来改革开放
40 年的 2018 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又明确提出“以
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
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
放型经济”。

改革开放，是深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基因”，也是读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
现命运伟大转变的“密码”。

前海与蛇口分居深圳南头半岛两侧，历
史在这里激荡交汇——— 39 年前，建港填海
的“开山炮”率先在蛇口炸响，诞生于晚清
洋务运动中的百年招商局，创办了第一个出
口工业加工区，成为经济特区创立的探路
者；

197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
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把靠近香港的深
圳镇作为城市的名字，意味着它从诞生之初
就要对标香港，对标国际一流城市。

1979 年 4 月，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
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
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
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
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
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
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来。

回望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特区犹如精
神灯塔，为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立下
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特区精神穿越时
空、一脉相承，改革之火燃遍神州，大地处
处万物复苏。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
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
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有外电惊叹道：“中
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历史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每一页都是
崭新的。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
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
口。” 1984 年，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为

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全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
向。

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小岗到深
圳，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边，改革开
放大潮席卷祖国大江南北；

这是令人振奋的时代——— 继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设立后，
1984 年宣布 14 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 1988
年海南改制为省并划定为经济特区， 1990
年宣布开发浦东……星罗棋布的一座座城
市、一个个特区，勾勒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
棋局。

经济特区的尝试率先在蛇口工业区
2 . 1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时任蛇口工
业区负责人的袁庚在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开
学时如此表示：黄埔军校是“不革命者不入
此门”，这里是“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下转 2 版)

开栏的话：

2018 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砥砺奋进，40 年众志成城。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

发展的壮丽史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辉煌的成就和生动的实践，印证改革开

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新华社从 5 月 20 日起开设“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栏

目，集中推出一批稿件，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

取得的伟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激励全党

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

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 从深圳发展奇迹看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为开栏之作。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女工(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深圳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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