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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高原，长天寥廓。
2017年7月30日，上午9时，内蒙古

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1.2万名官兵、600
多台战车集结列阵，以征尘未洗的野战阵
容、战斗姿态迎接人民军队90岁生日，接
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检阅，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天安门广
场胜利日大阅兵的壮观景象犹在眼前。
就是在那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
习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
员额30万。

近700个日日夜夜过去。这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
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
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
亮相。

伟大的变革，历史的跨越。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动的这场伟
大的变革，像澎湃奔腾的巨浪，像强劲浩
荡的东风，正在加快重塑这支军队，推动
三军将士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阔步向前。

中流击水，勇进者胜。
一场深刻改变人民军队未来
的变革在统帅心中酝酿

深圳大鹏湾，蛇口港。
2012年12月8日上午11时，习主席

登上停泊在这里的中国海军新型导弹驱
逐舰海口舰。

战舰鸣笛起航，驶向浩瀚南海。此刻，
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
只有20多天。

风起云涌，天高海阔。一场深刻改变
人民军队未来的变革，正在统帅的心中
酝酿。

2012年11月15日，习主席主持召开
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就鲜明
指出：要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前进，
努力夺取我军在军事竞争中的主动权。

环视全球，这是一个变革图强的时
代。美军推进“二次转型”，俄军推进“新
面貌”军事改革，英、法、日、德、印等国军
事改革也一刻不曾停歇。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一跃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年度经济增

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这个路口，波谲云诡。这个路口，暗涛汹涌。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

舞台的中心，也前所未有地面临严峻的安全压力和风险挑战。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习主席担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次视察部队，就选择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就登上战舰出海，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中国新一
代最高领导人，不仅要强力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而且还将坚定不移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
2013年3月11日，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代

表，习主席首次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他号召，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
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
放眼世界，纵观全局，审时度势。习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

慧和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
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信息时代的世界军事竞争，大潮汹涌，惊涛拍岸。世界新军事变革速度之

快、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
习主席的话语充满了时不我待的忧患：世界新军事革命给人民军队提供了难
得的历史机遇，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渤海湾畔，舰旗飘扬。2013年8月28日，习主席登上中国首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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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荒漠化以每年7万平方公
里的增幅迅速扩张，110多个国家
和地区、10亿人口深受其害。中国
作为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的国家
之一，有荒漠化土地261.16万平方
公里，然而，经过艰苦卓绝的治理，
沙化土地面积连年持续缩减。尤其
是最近5年，中国沙化土地面积平
均每年净减1980平方公里，成为世
界生态建设史上的奇迹。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

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因扭
转荒漠化趋势，被世界未来委员会
与 联 合 国 防 治 荒 漠 化 公 约
（UNCCD）组织授予“未来政策
奖”。中国荒漠化防治成就受到国
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中国荒漠化防
治政策被世界未来委员会与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列入世界防治
荒漠化与土地退化最佳政策之一，
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和“中国经验”。

根治沙害攸关生死

绿杨排排，沙柳丛丛，一望无
际。这可是库布其沙漠？！
没错，这就是曾经黄沙漫漫、寸

草难生的库布其大沙漠。
如今，总面积1.86万平方公里

的库布其大沙漠，植被覆盖度已达
53%，成为名副其实的绿洲。
“我看到了人类可以把沙漠变

成一个绿洲，这简直就是一个奇

迹！中国库布其把噩梦变成愿景，
变成充满快乐、希望的明天。”眼前
的景象，让希腊前总理安东尼斯·萨
马拉斯赞叹不已。
库布其沙漠曾经是怎样的情形

呢？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的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道图村的格什朝格图记
得，以前遍地是黄沙，风裹着流沙遮
天蔽日。吃完一碗面，碗底就能积
上半寸沙。去镇上买根针，需要在
沙漠里走一整天。刚结婚时，为了
盖房子，他牵着骆驼，去40里外驮
砖，整整驮了半个月。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最集中、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说，“这里有
五大沙漠、五大沙地，荒漠化土地面
积占自治区面积的一半以上。”
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沙化面

积高达23%，60%的农田和38%的
草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沙化。鄂尔
多斯则是沙化重灾区，全市45%的
土地已沙化，每年40%的农田因风
沙毁种，20%的农田绝收。
不独是内蒙古，整个“三北”（西

北、华北、东北）地区，是我国土地沙
化最严重的地方。当时“三北”地区
森林覆盖率只有5%左右，沙尘暴频
发。“一夜过后，沙子就埋了门窗、堆
满房顶，有人不小心顺着沙丘走上
自家屋顶摔断了腿！庄稼毁了，房
子没法住了，只能搬家。这就是‘沙
进人退’。”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来自
内蒙古杭锦后旗农民家庭的张建龙
记忆犹新。
中国作为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

大的国家之一，27%的国土面临荒
漠化，4亿多人口深受沙害之苦。

（下转第三版）

荒漠化防治的中国奇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由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
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和
共青团工作，亲切关怀青少年健康成
长。习近平同志围绕青少年和共青团
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

述了新形势下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当代
青年的历史使命和成长道路。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对于
准确把握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基
本要求和重点任务，引导青少年树立
远大理想、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团员增强“四个意识”、
增强先进性和光荣感，动员广大青少
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勤
奋学习、努力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8个专题：青少

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引导
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奉献者；共青团要紧紧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
结合点、着力点；团的干部必须心系
青年、心向青年；今天做祖国的好儿
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加强党对
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书中收
入 189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11月29日至2017年5月3日
期间的讲话、演讲、批示、贺信、回信
等4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作为央企中唯一的投资控股公
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本身就是改
革的产物。成立20多年来，公司
一直走在改革的道路上，摸索国有
企业改革的路径。
2014年国务院国资委把国投

作为国有投资公司的试点单位。在
试点中，国投提出了“四试一加
强”，通过试方向、试机制、试管
理、试监督和加强党的建设这5个
方面的探索，锐意推进改革。
从2013年到2016年，国投总

资产从3481.20亿元增长到4671.16
亿元，年均增长10%；利润总额从
115.18亿元增长到180.23亿元，年
均增长16%；在国务院国资委年度
经营业绩考核中，连续13年获得A
级，成为自2004年国资委经营业绩
考核以来连续获A级的 8家企业
之一。

按市场原则探索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的转型时期，也是国企新
一轮改革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国投发展遇到了几个“不
适应”：适应高速增长、不适应中低

速增长；适应“绿地”建设、不适
应重组整合；适应控股投资、不适
应参股投资。
党的十八大部署了新一轮国企

改革任务，2014年国投又被国务
院国资委确立为第一批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改革试点。
国投成立了以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为组长的改革领导小组，组
建了改革工作办公室。经过深入调
研分析，国投确立了“四试一加
强”的改革要点：试方向，解决国
有企业干什么的问题；试机制，解
决怎么干的问题；试管理，解决怎
么管的问题以及如何搭建监督体
系；试监督，解决多头监督、重复
监督、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加强党
建，解决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建设
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国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

起市场机制、培育企业活力，以做

好党建、做好监督、处理好混合所
有制关系为基础，继而把企业推向
市场、建立市场机制。”国家开发
投资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会
生说。

建监督机制保改革方向

国投不仅自身要成为国有资本
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还要为国
企改革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做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投
先后推出了3个大动作。
第一步是总部改革，探索适合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管控体系。国
投按照“重心下沉、激发活力、重
组整合、重塑职能”的改革思路，
通过下放部分职能、整合交叉职
能、推动服务共享、加强核心职
能，完成了总部职能重塑优化，构
建了“小总部、大产业”的管理架
构。 （下转第三版）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树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标杆
本报记者 齐 慧

开 栏 的 话
国有经济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重要

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正确方向、

扎实有序推进，取得了重大成效。

本报今日起推出“砥砺奋进的5年·

国企改革”专栏，展示改革大潮中国

有企业的新成果、新经验、新风貌。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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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的穿沙公路两侧绿意葱茏（9月4日摄）。近年来，内蒙古实现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连

续“双提高”，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双减少”。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