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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
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
业。“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
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
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
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
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
全面进步。”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
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极为重
要的一点，就是牢牢坚持发
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在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
同时，将“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总揽
全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
和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协调
发展提供了重大指引。

我们党诞生近百年，经历
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
段都面临不同的主要问题和
主要任务。改革开放几十年
来，从千方百计“做大蛋糕”到
公平合理“分好蛋糕”，从致力

“先富”到推进“共富”，从“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
公平并重”⋯⋯社会发展的阶
段性特征在变，我们党各项工
作的着力点也在变。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的需
要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多方
面，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已经成为我们
这一代共产党人必须承担起
的历史使命。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就
是要使全体人民实现平等发
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历
史一再证明，人民是推动发
展的根本力量，发展实践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十
三五”规划将“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作为重大原则，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将推动改革发展的根本力量激发出来。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我
们绝不能将衡量发展的标尺简单放在单纯的社会财富和经
济增长上，唯有社会各部门全面、协调、持续地进步，才能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依法治国、社会保障、健康医疗、生态环境、文化风俗等领域
改革发展突飞猛进、硕果累累，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正是对
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既要“补短板”，朝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
节；还要“促改革”，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再推
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更要“惠民生”，织就织
密民生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以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推进全面
发展、全面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中国号”巨轮必将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为实现强国强军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
中引起强烈反响

林海茫茫，直入天际；凉风习习，清
爽宜人。夏日塞罕坝，草木葱茏，游人
如织。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
高岭”。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北
省围场县，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多伦县
接壤，属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这个昔日
不为人知的偏僻塞外深林，如今已跻身
环京津地区最著名的生态旅游景区之
列，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

绿树聚财富 塞外出“金山”

7 月 24 日午后，来自北京的李珂女
士，和丈夫、儿子一起在林间漫步。当看
见小松鼠在树上蹦来跳去时，8 岁的小
男孩高兴得手舞足蹈：“真好玩！以后每
年暑假我都要来！”

本地人都知道，塞罕坝国家森林公
园其实就是从前那个以卖木材为支柱产
业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林场怎么改行卖
风景了呢？这得从最近几年的产业结构
调整说起。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

‘两山论’给我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我
们现在走的就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资源永续利用的新路子。”塞罕
坝机械林场总场场长、党委书记刘海莹
自豪地说。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
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
决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大
力发展森林旅游等绿色产业。面对这样
的机遇，塞罕坝人坐不住了：这儿有世界

最大的人工林，6、7、8 三个月的平均气
温只有14.8℃，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
巨型氧吧啊！

于是，在国家项目资金的扶持下，塞
罕坝机械林场累计筹集 1.7 亿元，修通
核心区旅游环路，打造七星湖等15个高
品位生态旅游文化景区。目前林区配套
宾馆、度假村 120 余家，日接待能力达 1
万人次以上。

软硬件整体提升后，海内外游客纷
纷慕名而来。年游客量超过50万人次，
并以年均30%的幅度递增。

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伐木收入占
总收入的 90%以上，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现在不算“吃、住、行、购、娱”配套
产业，仅门票收入每年就超过 4000 多
万元。

一位满脸稚气的少年，守在山溪的
下游，负责截顺溪漂流下来的筏子。他
是周石磊，在围场县四合永镇职业中学
上学，暑假来塞罕坝的漂流景点兼职。

干40天，能挣4000元工资，下学期的学
费、生活费就齐了。

像周石磊这样直接受益于塞罕坝森
林生态旅游的人不在少数。周边地区乡
村游、山野特产、手工艺品、交通运输等
产业也被带动起来，产生大量就业机会，
每年贡献产值6亿多元。

围场县郭家湾乡旺水泉村 56 岁的
张殿华在塞罕坝森林景区做清洁工，每
天工资90元。工作之余，她捎带卖干枝
梅，每天还能挣百来元。张殿华说，暑期
三个月，她能挣近两万元，不比在大城市
打工的小伙子挣的少。“以前有老百姓偷
砍树卖钱，现在挣钱又多又轻松，再没人
偷树了。林子就是宝呀！”

尤为可喜的是，塞罕坝森林碳汇交
易也在运作中。据中国碳汇基金会测
算，塞罕坝机械林场有45万余亩森林可
包装上市，碳排放权交易总额可达3000
多万元。

青山成了货真价实的金山。

奋斗半世纪“沙源”变林海

今天的塞罕坝林海无际，山青水绿，
气候宜人，几十年前却不是这个样子。

在塞罕坝景区从事骑马游的冯清老
人今年63岁，是围场县大唤起乡三十二
号村人。谈起儿时家乡的环境，他仍心
有余悸：“那时哪有树啊！到处都是沙。
天总是黄的，风裹着沙子直往嘴里灌。
刚清扫过的窗台，不一会儿就落满厚厚
一层土。”

当时，塞罕坝已由沙漠南缘退化为
风沙策源地。

为阻止沙漠南侵，1962 年 2 月，原
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国营机械
林场。这年 9 月份，369 名创业者被征
调到一起，紧急开赴塞罕坝。长达半世
纪的塞罕坝人工造林大幕从此拉开。

对当年创业的艰难，今年74岁的李
树老人记忆犹新。 （下转第四版）

蓝天白云下的塞罕坝林场，宛如巨
幅深厚的绿色地毯，依山傍水镶嵌在祖
国的北方大地。这是塞罕坝林场人坚持
不懈用双手绿化大地的成果，也是塞罕
坝精神持之以恒在天与地之间耕耘奋斗
的展现。塞罕坝的现实，以生动丰富的
立体画面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深刻道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
就是最大财富。

55 个 春 去 秋 来 ，55 载 寒 暑 更 替 。
当年，面对荒寒偏僻的恶劣环境，塞罕
坝人没有退缩畏惧，而是一代接一代坚
持在这里播撒绿色；如今，在新的五大
发展理念统领下，塞罕坝人秉承“环境
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的信念，始终把生态优先作为群众
的绿色福祉。就这样，一个曾经“飞鸟

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高原荒丘，变成
了“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
的海洋”，成为首都和华北地区的水源
卫士、风沙屏障。可以说，绿色发展的
信念与理念，已经深深地流淌在塞罕坝
人的血脉之中。

这种绿色发展的信念与理念，体现
在敢于奋斗、不怕困难、勇于胜利的大无
畏行动。在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上开创
大业，需要有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奋
斗精神，才会有克服各种困难的毅力与
勇气。塞罕坝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忠于
职责、不辱使命的崇高精神，才敢于向苦
寒的不毛之地宣战，才敢于在贫瘠的土
地上伏冰卧雪，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
力与战斗力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造了

“沙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绿色奇迹。

这种绿色发展的信念与理念，体现
为严谨求实、善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科
学态度。苦干不是蛮干，行走的脚步需
要智慧求索的眼睛，才能走得更远更快
更好。塞罕坝林场冬季漫长、气候恶
劣，在这里植树没有经验和样板可寻，
塞罕坝人也有过失败、有过沮丧，但他
们没有失去信心，更没有迷失方向，而
是靠大胆创新、科学谋划，寻找到适合
当地种植的树种，探索出在高寒沙地植
树造林的新路。

这种绿色发展的信念与理念，体现
为与时俱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坚持
精神。在绿色发展这条道路上，没有投
机取巧的捷径可以走，也不可能毕其功
于一役。植树造绿、治山理水是造福子
孙的大事，很多时候功劳都留给了下一

代、下一届，因此既需要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与行动决心，也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韧精神。塞罕坝林
场的成功，正是老一辈绿色先驱和新一
代林场人矢志不渝精神的薪火传承，正
是昔日绿化荒山的职责使命与新的发展
理念完美结合的精彩展示。

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的信念与理念不
动摇，推进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就
能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生产环境
和生活环境，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精神财
富、文明财富与绿色财富。如今，塞罕坝
林场不仅成为翠林绿海，召唤着承德地
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绿色行动，为首都
和华北地区生态转变激发巨大能量，也
催生了塞罕坝绿色新兴产业的兴起，带
动了当地群众的绿色增收。

绿色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
兴。塞罕坝林场以艰苦卓绝、玉汝于成
的成功实践，传递出激昂高亢的绿色理
念与浓郁鲜明的时代价值：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绿色发展就是最大财富。

不断推进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
—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第二版）

塞罕坝：高寒荒漠的绿色传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绿 色 发 展 就 是 最 大 财 富
本报评论员

延伸的七张网 拓展的七十年
——内蒙古基础设施建设巡礼

北京推出“共有产权住房”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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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站监管没有“飞地”资本“脱实向虚”状况有所改善

高仿假票据现形记
——一起变造企业、银行间票据案件的破获

第一个完整会计年报披露显示——

首批5家试点民营银行过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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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3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全球在建装
机规模最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3日进入主体工程全面建
设阶段。白鹤滩水电站总装机规模达1600万千瓦，是仅次
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它不仅是世界首个单机
容量机组突破 100 万千瓦的水电站，也是国内首个采用
100%国产机组的大型水电站。这意味着，我国水电建设能
力又跨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据悉，白鹤滩水电站是国家能源战略布局“西电东送”
的骨干电源点，建成后多年平均发电量将达624.43亿千瓦
时，平均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量约 1968 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5160万吨，具有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等
综合效益。 （详见第三版）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主体工程开建

林子起来后，塞罕坝七星湖的水位也越来越高，风景越来越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在此驻足欣赏。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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