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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大门，是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古老的河湟谷

地给了它伸展空间，也造就了这座城市

无可比拟的雄浑壮阔，繁华与葱郁。

我们走进西宁。从西宁曹家堡机场

驶向市区，高速路两边山坡上每隔几十

米的供水管，从引人注目到令人震撼。

不是因为山高，也不是因为树绿，是供水

管多到难以置信。西宁人种树、绿化荒

山，用的是愚公移山的劲头。西宁的绿，

让这座城市变身“中国夏都”，入选国家

森林城市，创获全国文明城市，成为最具

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在生态脆弱的高原，西宁的绿是灵

动而温润的。这里发生了什么，竟然如

此生机勃勃？

绿兮美兮

西宁人说，有一种绿，叫高原绿。走

出家门见到绿，成为生活日常。有一种

蓝，叫西宁蓝。风吹一嘴土、落雨一脚泥

的“土日子”早已隐没在遥远记忆里。有

一种清，叫河湖清，清水入城，醉美心田。

占青海面积 1%的西宁，居住着全省

近一半的人口。气候高寒干旱、植被稀

疏脆弱、灾害时有发生。古城西宁拥抱

现代化，实施“高原绿、西宁蓝、河湖清”

建设行动，是当然之选。

登高俯瞰全城，绿团锦簇尽收眼底。

在西宁城市馆，负责人冶海君讲了这样

一件事。当年，西宁申办一次全国绿化会

议。主办方很困惑：西宁有多少树，办绿

化会议会不会反差太大？即使是业内人，

也想不到西宁的森林覆盖率达 36%，超

过全国城市平均水平。就在这个城市馆

里，与会嘉宾一连说了好几个“想不到”。

“想不到”的故事还有升级版。在碧

波荡漾、花开斗艳的西宁园博园，建设管

委会副主任陶雅琴介绍，这里已经具备

举办世界级园艺博览会的条件。对此不

解者同样大有人在，待来了看过之后，越

来越多的人从“想不到”转而支持。西宁

举办世界园博盛会，高原园艺、高原生态

独领风骚。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越走进青海，

走进西宁，越能发出这样的感喟。

世上很难再找出 3 条这样的大河，

长江、黄河、澜沧江由此奔涌。长江水量

的 25%、黄河水量的 49%、澜沧江水量的

15%，都来自“中华水塔”三江源。每年

向中下游供水 600 多亿立方米，养育了

超6亿人。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陈瑞

峰讲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青海最大

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

的潜力在生态，就是西宁在全国大局中

的定位，就是西宁服务全省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西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高原绿就

是这样一天天多起来的。

打好环境治理“组合拳”。西宁实现

连续 5年空气质量蝉联西北五省区省会

城市榜首，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固体废物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 100%，无废城市建设模式领

跑西部城市……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建城区绿化

覆盖率达 40.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

至 12.5 平方米。更通过全力建设“最干

净高原城市”，继“凉爽”“夏都”之后，“干

净”成为西宁又一鲜明标志。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在

西宁市区北山美丽园，遛弯的市民讲，上

世纪 90 年代前后，西宁只有两座公园，

一座是人民公园，一座是儿童公园。每

到周末，公园里人挨人挤，连下脚的地方

都没有。当地人要想过个快乐周末，还

有一个选择是去“野炊”。

“当时，家家户户都有烧烤工具。到周

末，约上亲朋好友，抓上一只羊，带着烧烤

工具，随便爬上哪座山，支起架子就烤。”

在山上烧烤，不怕着火吗？面对疑

问，这位市民笑了：“当时的山上，只见

土，不见树，柴火都难找，着什么火！”

如今，西宁环境越来越好，当地人很

少“野炊”。一是山绿了，大家的环保意

识提升，谁也不愿意“祸祸”这来之不易

的青山；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如今值得

“浪山”的地方太多了。面积超 200平方

公里的城市“绿芯”，四通八达的城市绿

道，北山美丽园、园博园、火烧沟等城市

公园，光是逛上一遍就得一年半载的，谁

还愿意像以前一样，就着黄土吃烤肉？

北山美丽园里，随处可见正在运动、

休闲的市民。公园附近就是大型社区，

人们只要走出家门，就能移步换景，好不

惬意舒适。

还有城市绿道。508公里的绿道穿城

而过，将全市几十个大型景观公园连在

一起，能够到达市区几乎所有地方。不少

市民甚至上下班都不再愿意开车，或走、

或跑、或骑行，在满眼姹紫嫣红中开始并

结束一天的生活。 （下转第九版）

上图 从西宁市南山公园远眺，蓝

天下整座城市郁郁葱葱。

黎晓刚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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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最大

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

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

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

置来抓。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来到青海考察并殷切嘱

托，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结合

实际、扬长避短，走出一条具有

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年来，省会城市西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在发展理念、产

业路径、城市风貌、制度环境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成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国内出现多点散

发疫情，令逐渐步入正轨的线下消费和服务业又添冷

意。在中国经济逐步向常态增长回归的当下，近期反

复的疫情形势，是否将制约经济复苏势头？

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评判疫情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要坚持全面、辩证、长远的眼

光。我们既不回避短期内疫情反复对我国经济社会

造成的影响，更要看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态势。

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我国

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

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

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

件没有变。

去年，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党中央统揽全局、

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中国成为全球

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经受

住了疫情这一极端压力测试，显示出强大修复能力

和旺盛生机活力，更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显著的制度优势和伟大

的抗疫精神，是我们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

挑战的深厚底气。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持续稳

定恢复、稳中向好。受去年同期基数抬升影响，上半

年 GDP同比增速按季度有所回落，但环比延续扩张

势头，两年平均增速有所加快。上半年我国经济运

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成绩来之不易，也为下半年

经济运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应该看到，当前疫情反复造成的影响是短期的、

总体可控的，而且部分影响也反映了抗击疫情需要付

出的代价。还要看到，虽然疫情对传统消费和产业造

成了较大冲击，但压力之下也蕴含巨大潜力和机遇。

比如，上半年线上线下消费融合提速，云旅游、直播电

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高技术产业投资明显快

于全部投资。新产业新投资的快速扩张，不仅对冲了

疫情反复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既要坚定信心，又要正视困难。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国内经

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这种不稳固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动能偏

弱、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有所分化、就业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等方面，长期

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恢复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相互交织。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巩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下一阶段，我们要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把防疫责任压得更实、

措施抓得更紧，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跨周期调节，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经济恢复成效，持续增强发展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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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讯（记者吴陆牧、冉瑞成）近

日，南京大学重庆创新研究院正式签约落

户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这是南京大学在

西部设立的首个产学研合作平台和新型研

发机构，将开展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孵化等工作。

占地 30 平方公里的两江协同创新区是

重庆市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像南京

大学重庆创新研究院这样的高校科研院所，

两江协同创新区已经引进 35 家。”两江协同

创新区负责人王飞告诉记者，通过走“科创+

产业”之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量子信息

等重点产业，创新区形成了以产业需求为导

向的创新研发和产业生成体系。

今年以来，重庆锚定建设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主目标，前瞻布局高

校院所和产业创新平台，从集聚创新要素、

加大产业创新、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优

化创新生态等多方面入手，着力激发创新主

体活力，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除高标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重庆

还加快西部（重庆）科学城、广阳岛智创生

态城等科技创新重大平台建设，并推进 41

家创新园区和 77 个特色产业基地协同发

展，科技创新平台呈现出“星罗棋布、众星

拱月”的新格局，各类创新资源不断向平台

集聚。

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引进建设联

合微电子中心、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等研发机构 43个，布局建设山区桥梁及隧道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科技创新基地296个。

重庆还与四川建立协同创新的合作新机制，加快构建川渝协同

创新体系。今年 4 月份，川渝两地 12 家国家级高新区、26 家省（市）

级高新区共同发起成立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推进科技资源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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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正在牢牢

守住。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落实地方党政

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当前财政金融风险主要在哪些领域？上半

年防范化解风险是否有力有效？下半年又

该如何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针对这些

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聚焦风险突出领域

“金融是逐利的，在监管不健全的情况

下，金融顺周期行为可能会引发过度加杠

杆行为。”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看来，金融风险都是和债务有关，部

分领域的杠杆较高，偿债能力相对有限。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属于历史遗

留问题。过去在追求经济增长和融资能力

受限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

台绕道举债，透支了未来空间。

二是房地产金融化。过去数年，房地

产企业采用“三高”的赚钱模式，即高杠杆、

高债务和高周转，这种模式的形成是由多

方面因素造成的，比如土地财政、房价易涨

难跌、房地产企业为金融系统提供较高且

相对稳定的收益等。

三是信用分层现象突出。由于一些领

域存在不合理的高收益，信用往往会集中

流向这些领域，造成了民企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在一定程度面临融资难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直是

市场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中

央多次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作

出部署，紧盯相关风险防范工

作，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总体可控。

不过，个别地方违规举债行为仍

时有发生，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目前地

方政府债务规模处于上升期，债务还本付

息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在政府财力紧张的

地区，债务违约风险犹存。”中国社科院财

经 战 略 研 究 院 财 政 研 究 室 主 任 何 代 欣

表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

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带来的不确定

性导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难以逐步回

归正常，主要经济体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

外溢，加大了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压力。

从国内来看，非金融领域的房地产价格泡

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居民杠杆率

水平处于历史高位，金融领域的高风险金

融机构处置、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

银行不良贷款率反弹压力等，是当前面临

的重点领域风险。

监管手段有力有效

人民银行近日召开的下半年工作会议

认为，今年以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项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具体来看，包商银行依

法破产；9 家“明天系”金融机构清产核资

全部完成；辽宁省城商行改革取得进展；部

分大型民企债务违约风险得到有序处置；

国务院金融委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问责

办法、债券市场“逃废债”等重大违法违规

事件通报制度落地。 （下转第二版）

重点领域风险如何防范化解

□ 本报记者 姚 进 李华林

本报北京8月10日讯（记者陆敏）
银保监会 10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二

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

产 3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保险公

司总资产2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4%。

银行业和保险业持续加强金融服

务。截至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

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

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

款）余额 47.6 万亿元。上半年，保险

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2.7 万亿元，

同比增长4.2%。

在对实体经济加强服务的

同时，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

量基本稳定。二季度末，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2.8 万

亿元，不良贷款率 1.76%，较

上季末下降0.05个百分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336万亿元
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