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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水青山造福人民泽被子孙
（上接第一版）走上木栈道，湖水荡漾，苍山云绕，

总书记同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年

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

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

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扭转环

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

盼，是‘十三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的

一项重要工作。”2015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

2016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

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

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就是因为我国环境容量有

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

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

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2018 年 5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

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

题。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

质量。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

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

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

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

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

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

部署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努

力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总书记强调：“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

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我们必须咬

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要保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

开口子。”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

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

业，脱贫奔小康。”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陕西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考察时

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个重要特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

呼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

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体现

了生态保护的政治自觉。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布局，加快完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确处理发展生态旅游和保

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坚决整治生态领域突出问

题，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上走在前头，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

骄傲，造福人民、泽被子孙。”

“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必须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努力引领世界

发展潮流。”今年 4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我们要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

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实现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

“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

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

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

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

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2013年 5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

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

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

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

众多。”

“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

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

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

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

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总书记指出。

2016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

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

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

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

落实于行。”

“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

要性。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

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

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

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

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

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

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总书记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深刻阐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

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

的基础。”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工作时强调，“‘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

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

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是规律，谁也无

法抗拒。”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其中

第九条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2018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想。“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

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

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

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

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

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

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

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

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

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2018年 5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指出。

2020 年 1 月 6 日，习近平主席在给世界大学

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中指出：“40 多年

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

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

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

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

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

“我多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次疫情

防控使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

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4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时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类

活动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的边界和底线。要为自

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格局。”

今年 4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

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

社会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统筹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

环境的增长模式，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

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

时间和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战略高度，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

学论断。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

建设的重大原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

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2013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

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

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

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

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在回答学生

们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时，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

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中国明确

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

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

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

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

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

美好家园。”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

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

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为什么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

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

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

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

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总书记强调：“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

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

更好。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

选择好发展产业。”

“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

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经济要上台阶，

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要下定决心，实现我

们对人民的承诺。”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苏调研时指出。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搞

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

定了。”

2015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

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

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

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

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现在，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

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

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要通过改革创

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

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

增收。”2015 年 11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不少地方通过发展

旅游扶贫、搞绿色种养，找到一条建设生态文明

和发展经济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路子，正所谓思

路一变天地宽。”

2016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定推进绿色发

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

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

发力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

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

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

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

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

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5 年来，河北

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

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

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

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

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个生动范例。

总书记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

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2018年 5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

线。对突破三条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

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再干，绝对不

允许再干。”

“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让

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之中。”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

“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地球是全人类赖以

生存的唯一家园。”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

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绿色是

大自然的底色。我一直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

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

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20年 3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湖

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考察调研。总书记

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

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

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

生产力。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在该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余村坚定践行这一理念，走出了一条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美丽乡

村建设在余村变成了现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来自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林场工

人代表，向总书记汇报了测算出的当地森林与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总书记颔首赞许，

笑着说：“你提到的这个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

GDP 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

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更能带

来旅游、林下经济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实际上是增值的。”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

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

“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13年4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取舍，到底要什么？

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出发，生态环

境非常重要；从改善民生的着力点看，也是这点

最重要。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老百姓想

法也是一致的，为什么还扭着干？所以，我想，有

关方面有必要采取一次有重点、有力度、有成效

的环境整治行动，在这方面也要搞顶层设计。”

2013年 5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

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

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

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密不可分、相互作用。

“其中，污染防治好比是分子，生态保护好比

是分母，要对分子做好减法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对

分母做好加法扩大环境容量，协同发力。”习近平

总书记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深刻揭示了生态保

护和污染防治的关系。

2013 年 12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

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加强污染物减

排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区

域大气污染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把已经出

台的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要

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制度创

新，努力从根本上扭转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十 分 关 心 农 村 卫 生 状 况 。

2014 年 12 月 13 日，在江苏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永茂圩自然村，当得知

村里都已经把旱厕改为水厕，总书记十分高兴。

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

具有标志性意义，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

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总书记叮嘱当地干部要深化城乡统筹，扎实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

“要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改变农村许多地方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秸秆乱

烧的脏乱差状况，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

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

“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

风险评估制度，重点抓好空气、土壤、水污染的防

治，加快推进国土绿化，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

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要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

运动优良传统，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

动，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建设健康、宜

居、美丽家园。”2016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

2016 年 1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

的最大关切是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要围绕这个问题多做文章。要把增

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优

胜劣汰、质量兴农。”

“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

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

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

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

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

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

议时指出，“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

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

会认同。”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

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

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

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分别就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以及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出指示

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

底解决绝不松手，确保绿水青山常在、各类自然

生态系统安全稳定。”2018 年 5 月 1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总书记强调：“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

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就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集中力量攻

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当前，重污

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已成为民

心之痛、民生之患，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老百姓意见大、怨言多，甚至成为诱发社会不稳

定的重要因素，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这些问题。

要集中优势兵力，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

群治，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打一场污染防治攻

坚的人民战争。”

今年 4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

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

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美

丽中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康，使中华民

族世世代代都健康。

（下转第三版）

6月2日，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庐陵生态文化园绿树葱郁，空气清新，健身爱好者与“城市绿肺”情景相融，构成一道亮丽风景线。近年来，吉州区持续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抓好生态补水、生态护绿、以绿养水。 李 军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