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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奔腾的黄河
穿过青铜峡，直趋阴山，复折向南，画出巨大的“几”
字。总面积1.86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就在河套
平原黄河“几”字弯的怀抱里。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大
漠深处，探访库布其生态修复情况。

种树修路战流沙

历史上，库布其也曾是绿洲。千百年来，由于过度
放牧、肆意破坏，到了近代，库布其已成为中国第七大
沙漠。

从小就生活在库布其沙漠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的格什朝格图记得，以前
这里遍地黄沙。大风扬起流沙，形成上百米高的沙墙，
铺天盖地而来。一夜过后，沙子就埋了门窗，顺着沙丘
能走上自家屋顶。大门推不开，只能先从窗户跳出去，
铲去厚厚的流沙，挖出通道。刚结婚时，为了盖房子，
他牵着骆驼去20公里外驮砖，整整驮了半个月。

库布其治沙领军人物、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忆
起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和沙尘暴。根治沙害，已
经是库布其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1988 年 5 月，在县政府办公室任职的王文彪，去
库布其沙漠深处的杭锦旗盐场当场长。此时，盐场正
面临生存危机——流沙正加速吞噬盐湖，产品因路况
差运不出去。第一次进入沙漠腹地，王文彪骑的是骆
驼，整整走了两天。上任伊始，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
是：每卖一吨盐，要拿出5元钱来治沙。

“让沙漠变成绿洲，是我小时候的梦想。”谈及选择
盐场和治沙的动机，王文彪如是说。

让沙漠重新变成绿洲，更是几十万库布其人的共
同梦想。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俊雁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鄂尔多斯就提出“禁止开
荒”，60年代号召“种树、种草、保护基本农田”，70年代
提出“逐步实现退耕还林还牧”，80 年代大力倡导种
树、种草、种柠条。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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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深处的绿色传奇
——库布其沙漠生态修复记（上）

经过生态修复，昔日不毛之地的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
度已提升到53%，成为名副其实的绿洲。作为世界上唯一
被整体治理的沙漠，库布其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为

“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这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奇迹！
这项奇迹是库布其人“守望相助、百折不挠、科学创新、绿

富同兴”可敬精神的结晶。一代代库布其人坚守家园，团结一
致，积极防沙治沙，共同建设家乡，共同创造了美好生活。

这项奇迹是库布其人始终保持必胜信念和顽强意
志，不断追逐绿色梦想的胜利。不论是被誉为“黄金通
道”的穿沙公路的成功修建，还是本土治沙企业取得的
骄人业绩，都凸显了库布其人不畏艰难、艰苦创业、团结
奋斗、誓将沙漠变绿洲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他们面对恶
劣自然条件不放弃，努力克服生态环境难题，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步一步往前推，始终立足实际、尊重规律，坚
持科学治沙精准治沙，破解了“治理—恶化—再治理—

再恶化”的怪圈，在一次次与沙漠的抗争中夺取胜利，实
现了从“生命禁区”到“沙漠绿洲”的历史性巨变。

这项奇迹离不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库
布其沙漠修复水平的可持续提升，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成功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定了库布其人生态产业化治沙的信心和决心。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库布其人深刻把握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与增进福祉的内在联系，正确对待绿和富的关
系，积极探索治沙与致富双轮驱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通过努力，库布其沙漠治理带动了产业发展，改善了农
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脱贫致富，沙漠负资产变成
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资产，广大农牧民共享到了沙漠
生态改善和绿色经济发展成果。

库布其生态奇迹是可敬精神的奇迹，是伟大实践的
奇迹！

一项伟大的生态奇迹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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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地处万里长江、千里
京九、百里鄱阳湖交汇点。江
西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
都在九江。鄱阳湖是中国最大
的淡水湖、世界最大的候鸟保
护区，近三分之二的水面和湖
岸线也在九江。

“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
九江是主战场，地位特殊、责
任重大。”九江市委书记林彬
杨告诉记者，九江市积极主动
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按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总体要求，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着力打
造百里长江最美岸线和区域性
航运中心，以沿江的高质量发
展推动全市的高质量发展，努
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新路子。

在长江进入九江的第一站
瑞昌市，记者在码头镇梁公堤
遇到了出来遛弯儿的当地居民
朱巨宝。朱巨宝告诉记者，过
去大堤附近脏乱，“现在，湿
地隔离带建立起来，水更清
了，芦苇更绿了，傍晚来散步
的人络绎不绝”。近年来，九
江大力治理水污染，对沿江入
河口实施全程 24 小时在线监
控，严厉打击非法采砂、非法
捕捞、非法采矿等危及长江生
态环境的行为，全面禁止水源
地网箱养殖，关停畜禽禁养区
养殖场。实施岸线复绿补绿增
绿工程，堤外打造“生态绿化
带”、堤内打造“园林景观
带”，建设沿江绿色生态廊
道。推进矿山清理、裸露山体修复和码头复绿。目前，已
关停矿山183家、复绿3400亩，沿江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九江没有简单地对传统产业一关了之，而是实施产业
绿色升级，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记者在九江石化生
产管控中心看到，大屏幕上的“智能环保地图”不断更新
数据。鼠标轻轻一点，6000亩厂区范围内的污染物实时
监测指标一目了然。九江石化打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的
努力是九江产业绿色升级的一个缩影。除了改造传统产
业，九江市着力培育壮大新材料、新能源、电子电器、生
物医药、绿色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
加快。目前，九江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约
500户，占全市工业比重达35.6%。

九江充分挖掘山水园田、生活风情、历史人文等资
源，保护和修复农村自然景观和田园景观。都昌县73岁
农民护鸟员李春如是鄱阳湖畔的一名乡村医生。1982年
他偶然救治了310多只候鸟，从此与候鸟结下不解之缘，
毅然关闭经营多年的私人诊所，省吃俭用购买药品、饲
料、书籍，走上义务护鸟路。36年来，经李春如和他的
候鸟医院救治放飞的候鸟已有17751只。在李春如的带领
和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乡亲和志愿者加入了候鸟保护行
列，涌现出小天鹅保护协会、多宝乡大雁保护协会、塘口
野生动物救护站等，形成了“政府部门+爱心人士+民间
协会”的湿地候鸟保护新模式。

九江着力构建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样板区、
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创新
区和内陆开放合作新高地。建设生态技术开发交易平台与
氮磷指标交易平台，引入社会资本设立鄱阳湖长江水基
金，探索建立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和保护新体系、新模
式、新经验。

水美、岸美、产业美、环境美。今日九江正积极投
入到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奋力书写绿色发展
新篇章。 （更多报道见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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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右上图 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库布其沙漠年降
水量由过去不足100毫米增加到300毫米以上，地下水
位显著提升，沙漠开始变绿洲。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过去几年来改革已经大有作为，新征程上改革仍
大有可为。”

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号令。

宪法修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雄安新区建设、扩大对外开放、乡村振兴等一
连串重大改革连续推出，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深化
学前教育改革等改革探索陆续推开，自贸试验区改革、
审批服务便民化等改革举措接续推进……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弘
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
抓实，全面深化改革新的举措一茬接着一茬，新的声势
一浪高过一浪，一幅风生水起、蹄疾步稳的改革画卷跃
然如见。

“始终牢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领导、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承前
启后、接续奋进，改革大业迈入新阶段

改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如今已完
成过半。

越是进入倒计时，越是来到深水区，就越需要拿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改革精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掀开了中国改革
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改革决心更坚定。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深化改革”列入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

改革思想更明确。党的十九大总结过去5年历史
性变革，对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作出集中阐
释。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最根本成就，在推进改革
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系列重要思想，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乘势而上、攻坚
克难。

改革方向更清晰。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
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30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党的十九
大就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出部署。

改革脚步更有力。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创
新型国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全面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全
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158 项改革
举措。

改革，这一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旗帜和当代中国的时
代特征愈加鲜亮。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如既往，把改革
这件大事牢牢抓在手中，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改革
方案亲自把关、改革落实情况亲自过问，先之劳之、率先
垂范，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开创崭新局面。

改革的种子，往往从基层实践中萌发。在一次次深
入各地各行业的调研考察中，改革的思考更加成熟。

大雪时节，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却是碧水蓝
天，暖阳高照。

党的十九大闭幕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到
地方考察调研，第一站来到江苏徐州。

“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力
军”“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从发
展实体经济到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再到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为全面深化改革划出重点。

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
景。从江苏到海南，从湖北到山东，习近平总书记问改
革之效、强改革之识、聚改革之力。

4月的海南，生机盎然。
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规划馆、走进超

级水稻展示田，了解科技创新情况、关心信息化建设，对
办好经济特区提出明确要求、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作出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
出发指明前进方向。

初夏的齐鲁大地，万物勃兴。
访社区、入企业、进农村，问海洋科技创新步伐、看

生态综合治理新貌、听企业由弱到强历程、谈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习近平总书记为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滚滚长江，奔涌向前。
深入湖北宜昌和荆州、湖南岳阳及三峡坝区等地，

考察化工企业搬迁、非法码头整治、江水污染治理等情
况，实地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情况……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
5 个关系，为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把握好保护和发展的
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思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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