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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8月19日电 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19 日在拉萨
启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参加科学
考察的全体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
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贺
信全文如下：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

值此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启动之际，我向参加科学考察的全
体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表示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青藏高原是
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
备基地，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
护地。开展这次科学考察研究，揭示青
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
障体系，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
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
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希望你
们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
进、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
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
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
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
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

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习近平

2017年8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在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宣布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启动。她指出，参加科考的单位
和队员要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服务国家战
略，系统开展科学考察，注重综合交叉研
究，加强协同创新和国际科技合作，努力

取得重大科研突破，为青藏高原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新贡献。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将对青
藏高原的水、生态、人类活动等环境问题
进行考察研究，分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青藏高原
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保护和第三极国家公
园建设方案。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
开展了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前后历经 20 余年，积累了大量科学
资料，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金砖国家应开展互利合作，共同
建设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利益融合的
大市场。这是日前举办的金砖国家治
国理政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发出的共同
心声，也是研讨会通过的《泉州宣言》
的核心内容。加强协调配合，合力拓
展更大发展空间，共同构建更加紧密
伙伴关系，已成为金砖国家面临的共
同课题。

发展是金砖国家的要务。发展是
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金砖国家一直以来均把发展列为施政
首要，并成功解决了大量人口的温饱
和安全问题。10 年间，金砖五国的经
济 总 量 占 全 球 比 重 从 12% 上 升 到
23% ，对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超 过
5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金砖的成色越来越足。金砖国家的群
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成为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
同时，金砖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经
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保障建设等方
面潜力巨大，上升空间广阔。

合作是金砖机制的灵魂。在各方
的携手努力下，经过 10 年的发展，“金
砖”已经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横跨四
大洲的 5 个区域性新兴经济体，在经
济、金融、文化等领域广泛开展交流对
话，形成了由浅入深的多层次全方位
合作架构。金砖合作的历史创新，精
髓在于实现了“三个超越”，即“超越了
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
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
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金砖国家正日渐成为利益融
合的命运共同体。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有
所抬头的大环境下，金砖国家构建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为
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金砖智慧，提出金砖方案，将给世界传
递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力量。

互鉴是金砖合作的关键。金砖国家处于相近的发展阶
段，在社会进步、经济转型等方面面临相似的风险挑战。加
强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经验的交流，相互学习借鉴，探索破
解发展难题的有效路径，对各国来说弥足珍贵。出席金砖
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的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发展与转型的
成功经验对其他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如，
南非专家认为，中国的脱贫经验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
困；印度大学教授提倡，印度的中小企业应向中国的乡镇企
业和中小企业学习成功经验，助推“印度制造”向前发展。
当然，各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模仿其他国
家，要客观、全面地了解自身的基本国情，通过互学互鉴，制
定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战略。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的经验，可
以成为深化金砖合作的一条价值链，实现利益共享利益融
合，并引领金砖合作的第二个金色十年。

12 年前销售收入 3.8 亿元，去年达到 152 亿元，增长约
40倍；“东坡泡菜”品牌的市场份额已占全国泡菜市场的三
分之一——这是四川眉山市泡菜产业的“成绩单”。12 年
前不值一提的一碟“小菜”，今天已是眉山农业的支柱。

一碟“小泡菜”如何能成长为百亿级产业“大餐”？

看准了，就要坚持

地处成都平原的眉山市制作泡菜已有 2000 多年历
史，在当地，每家每户都有三五个泡菜坛子。

制作泡菜有经验，种植蔬菜有条件。2005 年，眉山市
经过充分调研，决定以东坡区为龙头，加快发展泡菜产业集
群，打造“中国泡菜之乡”，把泡菜产业发展成农业产业化的
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看准了，就要坚持。10 多年来，眉山市每年都要以市
委、市政府的名义召开一次泡菜产业现场调研会，明确当年
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市政府还成立了泡菜产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市、区两级成立了泡菜产业推进办公室，东坡区成
立了泡菜产业局，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泡菜产业管理
体系。蔬菜基地、产业园区、品牌创建、科技创新等，也都有
完善的规划。

要干成这件大事，投入自然少不了。市财政每年拿出
2000万元泡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园区建设，奖励龙头
企业；区财政先后投入10亿元建设“中国泡菜城”。

如今，已有 60 多家企业入驻泡菜产业园区，其中国家
级龙头企业 4 家、省级龙头企业 7 家、市级 18 家。吉香居、
通惠、川南、李记等龙头企业成为全国首批自营进出口贸易
泡菜企业，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下转第二版）

从堪称“北方荒漠绿色奇迹”的塞罕
坝林场到率先划定 9 类生态红线保护区
的江苏盐城，从“善于发现环保中商机”的
宝武集团到“一草两用、化废为肥”的泉林
集团⋯⋯连日来，本报刊发了一系列绿色
发展绿色生活的典型报道。5 年来的绿
色实践，不仅印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时代论断，更凸显
了“利在当代、荫泽后世”的绿色要义。

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是绿色发展指数
的三大一级指标之一。毋庸讳言，这曾
经是我们的痛点。湖南是全国闻名的

“鱼米之乡”，自然环境优越，盛产优质稻
米，同时也是“有色金属之乡”，采矿、冶
炼企业众多。以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遗
留下很多历史问题，给生态环境造成一
定的破坏，最让公众揪心的就是曾经的

镉大米。如今，镉大米早已不见，土壤重
金属治理也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按照国
际经验，彻底根除重金属污染还需要相
当时日和更多成本。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必
须守住山清、天蓝、水净、地洁的生态环
境，为子孙后代留下空间，为未来发展留
有余地。塞罕坝林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一棵松”的生命奇迹到万亩林的绿色
长城，从一行人的艰难探索到三代人的
持之以恒，在茫茫荒漠创造出了山清水
秀的生态环境，印证了“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的古训。

经济增长绿化度是绿色发展指数的
另一大指标。绿色发展就是要尊重自然，
合理规划经济发展模式。仅以农业来看，
据科学考证，东北黑土地每形成1厘米土
层需要 200 年到 400 年，而我国东北黑
土层一般在 60 至 100 厘米之间，需要几
万年的时间才能养育出如此沃土。因
此，在当前的农业发展中，发展绿色产
业、让疲惫的土地喘口气，最大限度保护

生态，就是为子孙的饭碗谋长远。
正如此前本报报道所揭示的，绿色

发展方式是科技革命的方向，是最有前
途的发展领域；绿色生活方式反过来驱
动绿色产业，可形成很多新的增长点。
如今，绿色发展已由末端治理走向全程
控制，从生产绿色化扩展到消费绿色
化。追求绿色发展已变成时代使命，追
求绿色生活则成为国民风尚。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构建绿
色发展长效机制要着眼于未来，将视野
放远些。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
生存”到“求生态”，绿色已进入中国人的
梦想。经济发展的绿色变革是一个吐故
纳新、以新应新的过程，要求善于制定和
运用推进绿色发展的系统性方案。不仅
要着眼于解决当前的发展问题和满足当
代人的需要，而且要着眼于永续发展和
人类的长远诉求。

政府政策支持度是绿色发展指数的
又一个指标。实现绿色发展并非一日之
功，要克服短期行为。过去，受 GDP 考

核和经济利益的双层驱动，一些地方政
府舍不得环保投入、舍不得关闭落后产
能，不愿扶持短期效益不明显的绿色经
济产业，一些企业建设项目甚至存在“先
上车、后补票”的现象。

如今，政绩考核的“指挥棒”越来越
清晰地指向绿色低碳。2013 年底，中组
部印发文件，规定各类考核考察要加大
资 源 消 耗 、环 境 保 护 等 指 标 的 权 重 。
2015 年 8 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强调显
性责任即时惩戒，隐性责任终身追究，让
各级领导干部耳畔警钟长鸣。

推动绿色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当前与
长远的关系，既要紧紧抓住当前推进绿
色发展中最急需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
推动最突出问题的解决，又要把着力点
放在打基础、管长远上，多做固本强基的
基础工作。对于各地的党政干部来说，
就要保持战略定力，认准长期目标，始终
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一任接着一
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
共建利益共享的金砖价值链

郭

言

“小菜”何以成“大餐”
——四川眉山泡菜产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钟华林利 当 代 人 为 子 孙 谋
——推动绿色发展畅享绿色生活系列述评之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甘肃：

年底前划定祁连山区域生态红线

本报北京 8 月 19 日讯 记者黄俊
毅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
局今天在吉林长春正式成立。

这两个机构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
我国第一个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家自然
资源资产和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正式建
立。两个机构成立后，将加大东北虎豹
及各类自然资源保护力度，强化保护措
施，加强监测巡护，确保试点期间资源不
流失、生态不破坏。

据了解，根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方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位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
岭南部区域，总面积146.12万公顷。

吉林：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

8 月 19 日拍摄的京张铁路新保安高架特大桥跨越京藏高速（G6）和 110
国道施工现场。京张铁路新保安高架特大桥位于河北怀来县境内，全长
15.05 公里，跨越京包双线铁路、京藏高速和 110 国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为
保证跨越施工过程中既有铁路、公路运输安全，施工人员必须在既有线路两
侧采用悬臂灌注法进行梁体浇筑，然后采用墩顶水平转体就位合龙。目前，
该工程跨越110国道连续梁已完成合龙，跨越京藏高速连续梁将于9月下旬
完成合龙。 李景波摄

京张铁路新保安高架

特大桥施工进展顺利

本报兰州8月19日电 记者陈发明
报道：甘肃省日前公布《贯彻落实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对照中
央环保督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细化分解
出62项问题，逐一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时
限、责任单位、责任领导、责任人员、督导
单位和 270 项具体整改措施，并建立台
账，实行挂账销号，挂牌督办、跟踪问效。

根据整改方案，甘肃将于2017年底
前划定祁连山区域生态保护红线，2018
年底前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同时，
甘肃将加快实施祁连山等自然保护区生
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使自然保
护区生态空间得到保障，生态质量有所
提升，生态功能有所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