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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美好未来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强调

ECONOMIC DAILY

新华社西宁 8 月 19 日电 在第一届
国家公园论坛开幕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
坛的各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
迎。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之际，
我谨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
席论坛的各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
欢迎！
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了国家公园体制。
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
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
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是中国
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紧密结
合中国国情，又要广泛借鉴国外成功经
验。希望本届论坛围绕“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主题，深
入研讨、集思广益，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
文明的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贡献。
最后，预祝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圆满
成功！

习近平

2019 年 8 月 19 日
19 日上午，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
海西宁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
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出席开幕式。
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由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青海省政府主办，包括主论坛、分
论坛、边会、场外互动和展示活动等环
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省份、相关研究机构负责同志，
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代表
等约 450 人出席论坛。

实现产业优、生态美、百姓富有机统一

青海稳步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8 月 19 日，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
青海西宁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指
出实行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推进自然
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大举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
新，是推动自然保护地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迫切需要。作为最早开展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的省份，此次论坛举办地青海
省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青海
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理
念，全力推进三江源、祁连山两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并在全国率先启动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示范省建设，推动各类自然保护地优化
整 合，全 面 加 强 自 然 生态系 统保护修
复，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探索
路子、积累经验。
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正式启动，这是一项青海生态领域的全
新改革，在一系列探索和原创性改革中，
创下了具有青海特色的国家公园经验，
到 2018 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正式公布，标志着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
步入建设阶段。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
立，在超过 12 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地
区，整合了所涉 4 个县的国土、环保、农
牧等部门编制、职能及执法力量，
建立了
覆盖省、州、县、乡的四级垂直统筹式生
态保护机构，
改变
“九龙治水”现状，为实
现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
“两个统一行使”和三江源
国家公园重要资源资产国家所有、全民
共享、世代传承奠定了体制基础。
来自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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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村 的 牧 民 丁 加，靠 着 国家 公园体制
试点带来的生态“红利”，当起了一名
生态管护员。丁加说，仅在他们村，和
他有着相同身份的就有 100 多人。目
前 ，国 家 公 园 内 共 有 17211 名 生 态 管
护员持证上岗，3 年来，财政部门共投
入 超 过 5 亿 元 资 金 ，户 均 每 年 可 增 收
21600 元 ，生 态 管 护 公 益 岗 位 实 现 了
“一户一岗”。
2017 年 3 月，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正式启动。作为 25 个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之一，祁连山国家公园总面积
5.02 万平方公里，其中青海片区 1.58 万
平方公里，涉及德令哈、天峻、祁连、门源
4 县市 12 个乡镇 48 个村（牧）委会、3.4
万人。自工作开展以来，祁连山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青海片区始终把保障生态安
全放在首位，积极探索建立“村两委+”
为基础的社区参与共建共管共享机制，
着力打造
“生态保护高地”的愿景正步步
变为现实。
2017 年 7 月 7 日可可西里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 51 处且面
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于青海而
言，这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取
得的一项突破性进展。
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壮美山
川成为青海亮丽名片；祁连山国家公
园成为保障西部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
屏障……到今年 5 月，青海已起草完成
了《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示范省建设总体方案》，开展了
全省自然保护地调查评估工作。目前，
青海拥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217 处，面积
25 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国土总面积
的 35％。紧紧扭住国家公园示范省这
个关键之举，青海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高品质生活的
支撑点，努力实现产业优、生态美、百姓
富的有机统一。

燕赵大地的“赶考”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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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信仰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重要指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福建省长汀县是红九军团的长征出发地，
那里的一座木质廊桥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红
军征兵的等高线——
“人比枪高当红军。”长汀
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刻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
墙——在册烈士 917 名，大部分参加了红 34
师，
几乎都长眠在湘江之畔。
长征，
书写的是奋斗历史，
树立的是信仰丰
碑。
“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希望广大党
员、干部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哪
里寻找？就镌刻在那条生命等高线上，在那面
烈士纪念墙上，
在无数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故
事中。”在长汀县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颜珂说。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
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
引发各界强烈反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红军长征

出发 85 周年。中宣部 6 月 11 日至 8 月 18 日组
织开展了“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
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先后有 1300 余名记
者追随当年红军长征步伐，
深入实地采访，
累计
跨越 1.6 万余公里，
推出万余篇报道。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
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让在湖北十堰郧西采访的湖北广播电
视台记者杨慧华感触颇深。
一路走来，杨慧华都深深感觉到红军长征
所到之处，让农民做主人、为农民谋幸福的主
张。
“这不仅是印在纸上，
写在墙上，
更是用实际
行动让老百姓记在心上。”
杨慧华说，长征精神是一批批红军战士不
怕吃苦、不惧牺牲，无坚不摧、顾全大局的革命

英雄主义，
也是牺牲小我为革命、坚定不移相信
党的军民鱼水情，
谱写出的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最年轻的讲解员，
24岁
的周平青对长征故事烂熟于心，
信手拈来。她印
象最深刻的长征故事是湘江战役，
印象最深刻的
长征人物是
“断肠明志”
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
“每当讲起这些故事，我经常是含着泪的，
也能看到很多游客眼中闪动的泪花。”她说。
当讲解员一年多来，
周平青下班后常和同事
讨论长征，
回到家还会阅读有关长征的书籍。
“最
重要的是，
我对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所说
‘红色
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来之不易’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会时时提醒
自己要爱惜现在的生活。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长征。”
（下转第二版）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本报评论员
从江西于都到甘肃会宁，历时两个多月的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正式落下帷
幕。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次采访活动作出
重要批示，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希
望大家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
宗旨，
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
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
“娄山
关”
“腊子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时
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红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之
际，1300 余名记者一路追寻红军前进的足迹，
再次走进那段风雨如磐的历史，用镜头和笔触
写下初心的注脚，
描绘出新中国壮美的画卷，
让
长征精神激荡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进入新时代，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外部环境极端复
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丝毫不亚于当年。再
走长征路，
重温红军情，
既让我们看清了脚下这
条坎坷的路、
光辉的路，
也启示我们奋力走好民
族复兴的路、
新时代的长征路。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必须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为崇
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

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长征路上，
崇高的
理想，
坚定的信念，
激励和指引着党和红军几经
挫折而不断奋起、
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
新长征
路上的我们，
要时刻不忘为什么出发的初心，
坚
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执着追求，
继续创造更加美
好的未来。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
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
红军打胜仗，
人民是靠山。在新的长征路上，
我
们也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
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
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
心中常思百姓疾苦，
脑中常谋富民
之策，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
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
使
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致敬历史，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十四版）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发扬不屈
不挠、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在逆境中勇挑重
担，
在困难中磨砺意志，
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
绩。实现伟大的理想，
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长征时期如此，今天的新长征路上
更是如此。我们还有“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
还有困难挑战需要征服，必须拿出勇于担当的
宽肩膀、落实砥砺奋斗的真行动，用勇气、靠智
慧、
以实干一路向前。
踏着铿锵的步伐行走在新长征路上，
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
我们这一代人，
时刻牢记
“红色政权
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之不易”
，
不断砥砺忠于信仰、
献身理想的高尚
品格，
就一定能够谱写新长征路上更加辉煌的新
篇章！

不忘初心，新长征路上勇担当
（十五版）

冲刺
“380”
8 月 18 日 ，
“ 青 铜 剑 ”
CRH380AM—0204 高 速 试 验 检
测列车在鲁南高铁日曲段以 380
公里的时速驰骋。
自 8 月 1 日鲁南高铁日照西
至曲阜东段开展为期 3 个月的联
调联试以来，高速综合检测列车
逐级提速，
对线路进行严格检测，
目前时速已提至 380 公里，这标
志着鲁南高铁通车运营进入倒
计时。
武纪全摄（中经视觉）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

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呈缩小态势
本报北京 8 月 19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
国家统计局 19 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报告显示，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断迈上
新台阶，
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
区域发展协调
性持续增强，
区域发展差距呈缩小态势。
70 年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
各区域经济总量不断攀升。1952 年，东部、中
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仅分别为 257 亿
元、146 亿元、127 亿元和 84 亿元，到 1978 年分

别增加至 1514 亿元、750 亿元、726 亿元和 486
亿元，
均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明显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经济持续保持快速
发展。2018 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
产总值分别达到 48.1 万亿元、19.3 万亿元、18.4
万亿元和 5.7 万亿元。
从区域发展差距看，70 年间，各区域经济
发展的相对差距经历了从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
的变化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
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速分别为 7.2%、8.2%、8.5%和 6.1%，中西部地
区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形成了地区经济
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