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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启生机万象更新。
2017 年全国两会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胜利落下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与
代表、委员共商国是、倾心交流中发表
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再次凝聚了共识，
鼓舞了斗志，指明了方向。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盛会吹响
了新的号角，激发起继续前进的磅礴力
量。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代表、
委员奔赴各地，与各地干部群众锐意进
取、积极作为，激发改革发展新动能，开拓
转型升级新思路，展现奋发有为新状态，
开启了更加波澜壮阔的奋进新征程。

新动力——
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要更

加积极作为

新创造、新突破带来新产业、新
动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新旧
动能转换、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要继
续保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中国需要
寻找新的增长点，需要激发前进新动能。

“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
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
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明确要求，既是对
上海的期望，也是对全国各地经济发展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战略指引。
寻求新的突破要靠创新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要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
为。我们理解，这个新作为要体现在基
础和前沿研究领域有引领性的成果，要
体现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上有大的突
破。”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
长朱志远说。

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和上海科技
大学集聚科教优势，2016 年启动了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等 4 个大
科学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了科技创
新能力。

“今年，我们要依托重大基础设施
平台，在生命健康、纳米材料、新能源等
优势领域积极布局开展新的前沿性科
研项目。”朱志远说。

得益于在生命科学领域雄厚的研
发优势，2016 年上海在 GDP 增长 6.8％
的情况下，包括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却
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当前上海的大型生物医药企业正
从药品研发向医疗器械和设备的创新
延伸，从医药制造和流通向医疗服务的
大健康产业领域拓展，从传统线下向

‘互联网＋’迈进，以‘健康’为中心的科
技创新综合体模式已经出现。”在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看来，科技创新就是要在经济社会的主
战场发挥作用。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需要创新思
路——

“要继续向创新要活力，使制度创
新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广
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管委会主任牛
敬表示，要不断用制度创新引领改革开
放不断走向深入，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
合，对照国际高标准，打造国际化、市场
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作为制度创新的高地，上海、广东、
天津和福建四大自贸试验区以十万分
之五的国土面积吸引了全国十分之一
的外资。

“开放层次越高，创新、改革的能力
就越强。”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
党委书记都本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上释放出中国坚定扩大开放
的明确信号。越来越开放的鲜明态度
与政策布局，将为改革带来更多新鲜
的空气和助推力，以开放力量促进内
生动力成长。”

新思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更加善于作为

“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辽宁振兴必由之路，为鞍钢指明了发展
方向。”刚从北京回到鞍山，全国人大代
表、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唐复平就于 16
日上午组织召开鞍钢集团公司党委常
委扩大会议，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部署了 18 项任务，其中很大
一部分都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提速增质的关键所在，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最多、
要求最多的重大举措之一。

“今年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钢铁主业要做精做优，尽量
减少‘初字号’‘原字号’产品。同时，继
续处置‘僵尸企业’。”唐复平介绍说。

忍受阵痛，方能浴火重生；腾笼换
鸟，才会后劲十足。

抓好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持续
竞争力和支撑力的工业体系，实现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必须加快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质
量，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壮大特色产
业，同样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
做文章。

春耕时节，洞庭湖腹地的湖南省沅
江市漉湖芦苇场，采摘芦笋的人们忙碌
不停。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记者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在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双方
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以建交 25 年来，双边
关系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两国高层互
访频繁，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人文交流日益
密切。特别是近年来，中以创新合作有力
推动了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两国建立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将进一步推动中以创新
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双方要加强政治沟
通，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往，增进相互了解
和信任；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
带一路”框架内，稳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
重点加强科技创新、水资源、农业、医疗卫
生、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两国务实合
作深度和广度；要巩固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加强教育、文化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同中东国家联系越
来越紧密。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中东符
合包括中以在内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巴问
题始终对中东局势有着长期深远影响，中
方赞赏以方将继续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处
理以巴问题。尽早实现以、巴两个国家比
邻而居、和平共处，既是以巴双方乃至整个
中东地区的福祉所在，也是国际社会众望
所归。

内塔尼亚胡表示，我此次访华成果丰
硕。以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以色列十分
钦佩中国的历史、发展成就和在当今国际
社会的重要作用。以色列将继续坚持一个
中国政策，愿以此次建立以中创新全面伙
伴关系为契机，充分发挥两国科技创新优
势，深化双方在清洁能源、农业、投资、
金融、医疗服务等领域密切合作，造福两
国人民，并促进世界发展繁荣。以方愿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等合
作。以色列愿看到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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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新 作 为 开 启 新 征 程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述评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团组审议时多次就全面从严治党、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提出要求，强调“政治

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

重要标尺”“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

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我

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会

重要讲话精神，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

为当前全党的重大任务来抓，以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实现政通人和，为开创党

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为一个有着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

要 做 到 政 事 通 达 、人 心 和 顺 ，实 属 不

易。改革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凸显，区域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

求多元，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亟待

脱贫⋯⋯各项工作点多面广、情况复

杂，没有团结一心的凝聚力、敢啃硬骨

头的战斗力，就不可能战胜各种风险挑

战。其中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能否将政

治生态这个“大环境”“大气候”营造

好。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

的综合反映。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

正气就足，干事创业的外在条件和内在

动力就更加完备，才能凝心聚力；政治

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滋

生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

伙伙、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不但侵

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对经济持续发

展、社会安定有序都有不小的损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

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

严厉惩治腐败，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气

象，党心民心大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当前，我们要实现两会确定

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从坚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到实现结构优化升

级；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

问题，到不断夯实民生这个为政之要

⋯⋯完成这些重大任务，都需要坚持不

懈地加强党的建设、坚强党的领导，进

一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一项

持久的工作，必须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地

推进。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切

实在党员队伍中播撒崇高理想的种子，

消除错误思想影响，提高党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深入

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真正把忠诚党

和人民事业、做人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

净的干部选拔出来；要抓住“关键少数”，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站稳政治立场、

增强政治观念，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

廉洁“安全带”，带动“绝大多数”，使8800

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都能做到

激浊扬清、扶正祛邪，自觉为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履职尽责、作出贡献，不辱

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以良好政治生态实现政通人和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会重要讲话系列评论⑥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3 月 21 日讯 记者张雪从水利部今天举行的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面建立河长制
的时间节点正式明确，22 个省 （区、市） 明确在 2017 年年底
前全面建立河长制；9 个省 （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确在
2018 年 6 月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确保河长制在 2018 年底前
全面建立。

3 月 22 日，是第二十五届“世界水日”，也是第三十届
“中国水周”的第一天，我国今年纪念“世界水日”和“中国
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
制”。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鹰表示，我国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开局良好。

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开展了
省级工作方案编制工作。其中，上海、湖北、陕西、辽宁、湖南、安
徽、河北、福建、江苏等 11 个省（市）工作方案已由省级党委办公
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

13 个省（市）明确了省级总河长，分别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全国 30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确省
级河长制办公室设在水利部门，浙江省河长办与省五水共治办
合署办公。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关键一年。水利部将举全部之
力、全行业之力抓好推行河长制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李鹰介
绍，水利部将督促各地建立健全考核问责制度，加强对本行政
区域河长考核，并将实行河长制情况纳入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考核内容。会同环境保护部制定河长制实施评估技术大
纲，在 2017年年底前启动中期评估。

（相关报道见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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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 拍 摄 的 浙

江长兴小浦镇湖州南方

物流码头全封闭纯电动

输送长廊。

近日，由国网长兴县

供电公司维护运营的南方

物流码头纯电动输送带

“以电代油”工程投入运

营，该工程建有配套输送

长廊 20 余条，投资超过 3

亿元，按照该码头吞吐量

1200 万吨测算，纯电动输

送带“以电代油”替代电量

每年可达 1800 万千瓦时，

实现货物的“零排放”运

输，减少扬尘、噪音、尾气

对环境的影响。

谭云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