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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终于融入了这座城市。”在江
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城南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手捧崭新的户口簿，来苏州打拼8年的
罗莉如释重负。

作为一个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偏远山
区的“川妹子”，罗莉中专毕业后就只身

“闯苏州”，成为亿万外来务工大军中的一
员。受益于苏州 2016年起探索推行的积分
落户制度，勤劳能干的罗莉今年8月在苏州
扎下了“根”。

“十三五”时期，亿万个“罗莉”来到城
市、耕耘梦想；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
进，他们终于在城市落户安家。目前，1亿
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提前完成。

一纸户籍，事关悠悠民生。“十三五”
时期，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鼓点”密集
敲响：《居住证暂行条例》施行、《推动1亿
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发布、城区
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取
消……截至今年 1 月，31 个省 （区、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出台户籍制度
改革方案或意见，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放
宽落户限制，许多中小城市基本实现落户
零门槛，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二元化壁
垒逐渐被打破。

人进了城，老家的田地怎么办？这曾
是困扰农民进城落户的一块“心病”。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中共十九大提
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 30 年”

后，2019 年新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
定，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
进城落户的条件。

“我手里有30年不变的红本本 （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老家保留了一些房子，
山林田土还是自己的，没啥可担心的。”在
四川省金阳县马依足乡扶贫搬迁安置点

“千户彝寨”，居民赵早日一家前些日子从
“山头“搬来这里，不久便把户口也迁了过
来。“明年不种地了，以后就在城里挣钱。”

人进了城，相应的住房、医疗、教
育、就业等需求能否跟得上，直接影响

“新市民”能否扎下根、留得住。
“哒哒哒哒……”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洒金街道栗坪社区服
饰扶贫车间里，缝纫机声响个不停，从邻
县扶贫搬来的新市民程青琼和 50余名工人

正认真工作。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比出去打工

好得多。”程青琼说，进城落户后，社区美
得像花园，孩子在社区就能上幼儿园。在
社区新市民服务大厅，就医、上学、就
业、社保、民政等服务项目都能办。

黔西南州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
期间，该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33.85 万人，
大多数实施城镇化集中安置，并确保贫困
群众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真正成
为“新市民”。

户籍制度改革的破题，极大推动了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统计显
示，2019 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比2016
年分别提高3.2个百分点和3.18个百分点。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一次城镇化进程，快速的城镇化为民众生

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联合国人居署执
行主任迈穆娜·穆赫德·谢里夫称赞道。

如今，中国已经提前实现 2020 年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的目标，距离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的目标也
只有一步之遥。而在国外，中等收入偏上
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为66%。随着1亿非户
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的实现，中国新型
城镇化建设蕴藏的发展潜力将进一步彰
显，对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促进
作用。

“不论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
近 3000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国城镇化
发展都有巨大的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蔡昉说，现在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
好时期，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让农民工
等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通过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更便

利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新年贺词
里的话语，至今温暖着亿万进城农民的
心。5年来，一盏盏新市民的灯光，早已融
入万家灯火中，辉映着一座座人们共同奋
斗、共同享有的城市。

图①：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凯棠镇凯哨村苗族妇女杨美一家
2016 年搬入市里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成为“新市民”。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杨美
发展起了兴美宏杨制衣厂，开始了自己的
创业路。图为杨美 （右） 和绣娘一起刺
绣。 蔡兴文摄 （人民视觉）

图②：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镇
钱家坝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红瓦白墙
的小楼屹立在群山环绕之中，显得格外漂
亮。 陈争强摄 （人民图片）

图③：在乌鲁木齐馕文化产业园，来
自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的阿卜都·萨拉木
在加工车间展示自己烤制好的馕。2018
年，乌鲁木齐建成并投产馕文化产业园，
从新疆南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转移的400余
名富余劳动力在此就业。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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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即将圆满
收官，各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而在其中，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让人尤为眼前一亮。

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就“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有关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
民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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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同时，“十三
五”时期“是迄今为止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
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

“最好的五年”！变化之巨
大，成果之丰硕，可见一斑。

数据、指标当然能体现出
这些变化，但对于普通人来
说，更为直观的则是亲眼所
见、亲身所感。这些年，我们
明显感觉到蓝天白云、绿水青
山多了。曾经困扰一些城市的
雾霾现象，这几年明显好转。
很多城市里的臭水沟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绿化带、景观带。
许多地方敢于打出全域旅游的
旗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环境的转变。

回首“十三五”时期，中
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了这
样几件大事：

第一，举国上下树立起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环保意识。这句话写入了党
章，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则写入了全社
会的自觉行动中。

第二，将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
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
战中，污染防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此，党中央印发出台了一系列意见、
专项行动计划等。

第三，将绿色写入“五大发展理
念”。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
而提出的发展理念，绿色占了其中之
一，绿色发展分量之重可见一斑。这
有力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制

度体系基本建立。建立和完
善了包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等制度，排污许可、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追
究等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河湖长制、省
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等。

第五，积极参与全球环
境治理。这几年，中国向联
合国交存了 《巴黎协定》 批
准文书，推动达成 《巴黎协
定》 实施细则，提前完成了
中国对外承诺的 2020 年碳排
放目标。种种努力，不一而
足 ， 中 国 多 次 获 得 联 合 国

“地球卫士奖”。
更为重要的是，在“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
生态环境保护的步伐既不会
减速更不会停止。党的十九
大提出，到 2035 年，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
基本实现。相信这一要求会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继
续得以贯彻。

面对世界，中国也提出了
庄严承诺。9 月 2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
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 达 到 峰 值 ， 努 力 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样
的大国担当，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赞誉，极大地提振了
国际社会共同实施巴黎协定
和推动疫后世界经济绿色复
苏的信心。

未来，当人们回望“十三五”时
期，绿水青山无疑是一座丰碑。为了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人仍将坚持不懈、接续奋斗。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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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三十号07组卫星发射成功
新华社西昌10月 26日电 （李国利、朱霄雄） 26 日 23 时 19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
三十号 07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还
搭载发射了天启星座06星。

遥感三十号 07 组卫星采用多星组网模式，主要用于开展电磁
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天启星座 06星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
限公司研制的短报文通信卫星，是天启数据采集星座的第 6 颗卫
星，可为地面用户提供DCS数据传输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50次飞行。

秋粮收购顺利开局
本报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杜海涛）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获悉，随着南方中晚籼稻、华北玉米陆续上市，2020年秋粮
收购由南向北顺利开局。

据介绍，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的3/4，商品率高，收购任
务很重。目前南方中晚籼稻已进入收购旺季，纳入统计范围的企业
累计收购759万吨。主要产区入统企业已收购新产玉米438万吨、大
豆6万吨。其中，截至10月25日，黑龙江省入统企业商品粮已累计收
购40亿斤，湖北省入统企业累计收购新中晚稻50.1亿斤。11月上旬
东北玉米、大豆、粳稻集中大量上市后，收购进度将进一步加快。

10月27日，秋色掩映下的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抚龙湖格外迷人。
近年来，洛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完善生

态保护基础设施，强化生态建设规划引领，积极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着力建立
生态核心竞争优势，确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秋 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