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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者孙
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
议 27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
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修改国境卫生检
疫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
平分别签署第 4、5、6 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
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
的决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会议经表决，免去徐显明的最高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又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

战书 27 日下午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
各项表决事项后，栗战书发表讲话。

又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
者查文晔）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
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27日在北
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见全体代表
并讲话。汪洋充分肯定海协会第
三届理事会的工作，对第四届理
事会成立表示祝贺。他强调，对

台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
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把党中
央对台工作各项决策部署贯彻好
落实好，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
峻，新一届理事会要积极主动作

为，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交
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妥善处理两岸民众交往中产
生的问题和急难救助事项，团结
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奋斗，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共产党宣
言》及其时代意义座谈会，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为契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不断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热潮引向深入。

黄坤明出席《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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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主持会议

习近平于24日下午在三峡大坝左岸电站察看发电机组运行情况，了解三峡电站发电效益和电网安全监控等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为 了 一 江 清 水 浩 荡 东 流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纪实

本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万古奔腾的长江，在中国版图上如一条
横贯东西的轴线，出世界屋脊，跨峻岭险
滩，纳百川千湖，连结起锦绣壮美的华夏大
地，孕育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多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始终关
注着波涛涌动的壮美长江，思考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辩证法则，谋划着让中华民族母亲
河永葆生机活力的发展之道。2018 年 4 月，万
物勃发的仲春时节，他再次来到长江岸边。

三天两省四地，步履匆匆，风尘仆仆。
24日，习近平总书记飞抵宜昌；25日，自荆
州沿江而下，到岳阳再至武汉；26日，他主
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在三峡大坝极目远眺，登轮船甲板指点
江山，到长江岸边实地察看，在洞庭湖畔俯
瞰浩淼烟波……人们追随着他的脚步，感悟
着母亲河的今昔之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
磨难与辉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跋涉与奋
斗、新时代的新理念与新气象，都在纵贯
6300公里的长江上留下了印记。

看长江，也是看中国；把脉长江经济带
发展，也是再一次昭示，民族复兴征程上生
态文明建设举足轻重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
在座谈会上开宗明义：“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发
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凝聚共识，粮草先行

两年前的那次座谈会，总书记用“好像
是泼了一盆冷水”来形容。2016年 1月 5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时，
正是沿岸一些地方快马加鞭上项目之际。从
会场传出来的声音激荡广袤大地：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 个字，
振聋发聩。翻开那时的长江生态画卷，更能
理解这一重要决断的缘由。彼时，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生态系统警钟阵阵。人们看
到，厂房污水横流、码头砂石漫天、轮船肆
意排放、水质持续恶化。航道下游“卡脖
子”、中游“肠梗阻”、上游“遇瓶颈”，河湖
湿地萎缩甚至干涸……处处千疮百孔。

长江严重透支，习近平总书记痛心地形
容她：“病了，病得不轻了”。

历经几十年激流勇进的大开发、大建
设，是时候改变了，也是有能力做好这件事
的时候了！总书记强调：“发展也要讲兵法，
兵无常势。有所为是发展，有所不为也是发
展，要因时而宜。”

考察路上，他多次深入阐释这一决断背
后的深思熟虑，称之为“立规矩”“下禁
令”。他说，我们块头这么大，不能再走能源
资源过度消耗的老路。否则，一说大开发便
一哄而上，抢码头、采砂石、开工厂、排污
水，又陷入了破坏生态再去治理的恶性循环。

绿色发展，从曾经的选择题变为此时的必
答题。对于其中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阐
述得十分透彻：“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
级。”“好像是泼了一盆冷水，实际上是给发展
树立了一个前提，给产业树立了一个标杆。”“要
设立生态这个禁区，也是为如何发展指明路子。
我们搞的开发建设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的。”

重庆－武汉，两次座谈会相隔 800 多个
日夜。江水滚滚东逝，江岸黄了又绿，长江
的模样也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发生着可喜变
化。党中央的要求是否落地有声？时代的考
卷能不能按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实
地走一走、看一看。

考察的几个地方，不约而同拿出了两年
前的老照片。

“化工围江”难题，解得开吗？宜昌市的兴
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灰黄色的老照片上，临
江一片厂房，将长江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经过
搬迁拆除，如今腾出近千米岸线，岸边垂柳依
依。漫步沿江码头坡道，习近平听闻宜昌推动
沿江134家化工企业关、转、搬，引导向高端产
业发展，他赞许地说，这样做才是领会党的十
九大精神，才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非法砂石”屡禁不止，刹得住吗？地处
长江干流河滩的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总书

记仔细端详两幅照片。前一幅污水横流，分
辨不出哪儿是 砂 石 、 哪 儿 是 江 岸 。 后 一
幅，芦苇铺绿、水清河晏、江豚腾跃。若
不是岸边一根桅杆，根本看不出是同一个
地方。习近平走进江边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巡护监测站，工作人员想给总书记
看看保护区的麋鹿，只见一头壮硕的麋鹿悠
然吃草。听说一群候鸟至今没飞往北方，总
书记笑着说，它们恋恋不舍。

自荆州港码头乘船，沿江而下。途中，
湖北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水
利部等负责同志逐一向总书记作汇报。护
岸、修滩、固坝、疏浚……地图上，有座江
心洲并不起眼，它的变迁却是长江生态修复
的一个缩影：“名叫倒口窑心滩，过去是黄沙
漫天、寸草不长的沙洲，现在草长莺飞，牛
羊也会涉水过去。”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成绩却只有
寥寥数语。他说，我这次沿途看了一下，确
实很有成效。“非法码头 959 座彻底拆除，
402 座已经基本整改规范……”他对这些数
据信手拈来。“共抓大保护的格局基本确立。
也并没有因为强调以大保护为前提，而使经
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

会上，总书记和发言的 7 位同志，都用
了很大篇幅讲问题和差距。对自己辖区和分
管领域存在的问题，发言的代表们剖析起来
丝毫不留情面。

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一一指
出：“沿江产业发展惯性大，污染物排放基数
大。长江岸线港口乱占乱用、多占少用、粗
放使用的问题依然突出，流域环境、风险隐
患依然突出。现在还是没管住！”

党的十九大后，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第
一次系统部署，将释放哪些新信息？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秣马厉兵，清扫战场。大保护
工作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粮草就是
思想认识。此行就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同
时进行分类指导、综合施策。”

风雨兼程，望闻问切

人类的每一段文明，都离不开大江大河
的哺育。

长江，先秦称“江”，汉谓“大江”，晋
名“长江”。历史的画卷舒展，曾有喊着号子
的纤夫，曾有林立的烟囱厂房，而今天，越

来越多的蓝天碧水绿荫，涂抹在画卷上。
世界从工业文明跃迁到生态文明，大势

浩浩汤汤。顺势而为，方能行稳致远。习近平在
座谈会上拿出了行之有效的方子：“新发展理
念要体现到长江经济带发展中。”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此
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起这些词。考察途
中，他在车上说到“共享”，即兴念起人们耳熟
能详的诗句：“‘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上
中下游共进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26 日上午，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习近平总书记伫立在企业的海外布局图
前凝视。越来越多的高新企业到海外落地深
耕，他讲起考察观感时说，长江经济带是“一带
一路”的主要交汇地带，要统筹沿海沿边沿江
和内陆开放，培育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讲得最多的是创新。世界局势风起云
涌，习近平总书记此行反复讲创新、讲“大
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意味深长。

24日下午，三峡坝区，习近平总书记乘
车来到这座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顶着
如织细雨，他看得细、问得细。坝顶一览众
山小、左岸坝首绿地郁郁葱葱、通航船闸和
升船机气势恢宏、左岸电站昼夜不息将电能
输送八方……两个多小时转瞬即逝。望着一
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望着载入史册的伟大
工程，此情此景，总书记充满了感情：

“我感到很激动，信心倍增。国家要强
大、民族要复兴，必须靠我们自己砥砺奋
进、不懈奋斗。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
是化不来的。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
新能力的提升。试想当年建设三峡工程，如
果都是靠引进，靠别人给予，我们哪会有今
天的引领能力呢！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不会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敲锣
打鼓那么轻而易举就实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
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望闻问切。座谈会
布局之前集中调研，座谈会部署之后察看进
度，有始有终的工作方式渐为人们所熟知。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航道整治工
程竣工，过去险象环生的九曲十八弯，大船
也能远航。总书记站在甲板上，细雨湿了发
梢，大风吹皱衣襟。他详细询问：“船上生活
用水还是直排吗？”“非法码头取缔，有奖惩
措施吗？”“老旧航船拆解以后回收吗？”“环
保堤岸成本多少？”……

曾几何时，沿岸各唱各的调，衔接不协调。
“执法队伍由哪些部门组成？”“交通部门、环保
部门、海事部门等，几家联合执法。”

尝到了协同行动的甜头，相关部门、相
邻省份期待更密切合作，开展全流域协同治
理。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不能无序化，要管
得住。我们的执法力要强，市场作用和政府
作用要高度统一。”“长江经济带不是一个个
独立单元，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协调协
作的理念，在座谈会上被重点提出。

两年前，总书记谆谆告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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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座谈会，他进一步细分为处理好五
组关系：“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
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
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
协同发展的关系。”

快与慢、加与减、破与立、当下与长远，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深入浅出，妙用比喻。

“治好长江之病还是用老中医的办法，追
根溯源、分类施策。开展生态大普查，系统
梳理隐患和风险，对母亲河做一个大体检。
祛风驱寒、舒筋活血、通络经脉，既治已
病，也治未病，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为新动能发
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
槃。鸟得舍得换。原来的鸟飞了，笼子腾空了却
没有新动能进来，不行；眼神不对，换进来的鸟
对生态整治有弊无利，也不行。”

思想引领前行，战略布局未来。“使长江
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
军”，新的号角吹响了。

踏石留印，不负未来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
循着逶迤的江岸望去，有平畴沃野，也

有峰峦竞秀；有国际门户，也有贫困深山。
长江经济带体量庞大、情况复杂：覆盖11个
省市，约占 1/5 国土面积，聚集的人口和创
造的地区生产总值都占 40%以上。习近平总
书记说，长江经济带发展事关重大，每一步
都要稳扎稳打。

是不作为、慢作为，还是敢作为、善作
为？考验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队伍

对党中央、对人民的态度。座谈会上，三位省
市委书记发言时，讲到了上游意识、中游任务、
下游作用，不是相互推诿、而是主动担责；相关
部委负责同志讲到各自工作，分工明晰，各
有侧重，对下一步的工作考虑切中肯綮。

牵住体制机制的“牛鼻子”，结合机构改革、
职能转换，长江经济带发展进一步明晰职能：

“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
管理体制。中央管两头，一头在政策资金方面
创造条件，一头是加强全流域、跨地区的事务
协调和督促检查。省一级要承上启下，把大政
方针决策部署转化为实施方案，加强指导和督
导。市县层面，因地制宜推动工作落地生根。”

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还是改弦更张、另
辟蹊径？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政绩观，也决
定了事业成败。“一体学习、一体贯彻总书记
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
上补课，在工作中补缺。”一位省委书记在发言
中谈到了他对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理解和落实。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是系统工程，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
干部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我
们都是其中一个建设者。做好顶层设计后，
只要一锤接着一锤敲，必然大有成效。”“对
环境的贡献也要写入功劳簿，以此作为重要
指标考量干部的奖惩。”

干事创业靠人，牵挂的也是人。总书记考
察期间的两段对话，一问一答令人印象深刻。

兴发集团安置了4500多位三峡库区移民
就业，习近平总书记记下了这个数据。当一群
员工欢呼着围拢过来时，总书记问他们：“你们
中间有移民过来的吧？”“有！”很多员工高声回
答。“搬到这里怎么样？顺利吧？”“顺利！”

紧邻三峡大坝的夷陵区许家冲村，过去
管不住斧头、守不住山头，如今漫山遍野的
脐橙、茶、核桃成了金疙瘩。村里的便民洗
衣池，也是生态建设的细微一环。一群洗衣
的村民惊喜地看到了总书记。

“日子过得好吧？”听到总书记询问，一位白
发如雪的老人，皱纹笑成了一簇花：“非常好！”

“现在有没有小康了？”“有！我们现在过
的就是小康生活！”

笑声里，已经迈开步子向前走的总书记转
身对她们说：“看你们日子过得好，我高兴！”

岳阳，城陵矶水文站，这里是洞庭湖及
长江流域汛情、水情的“晴雨表”，也是洞庭
湖及长江流域防控和水安全的关键。35.94
米，1998 年特大洪水的标示线镌刻堤坝上。
水患，民生之大患。

水文站站房是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小亭子，
习近平总书记沿栈桥走进站房，俯身察看跳动
的数字，了解水位监测系统运行和水文资料分
析情况。他走到狭窄的站房外长廊上，举目远眺。

但见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江流纵横、
草甸青翠。

……
人才是第一资源。
座谈会上，习近平搬出了在武汉东湖高

新区参观时听到的一组数字，给武汉算算人
才账。“80多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100多
万人，去年30万大学生留下工作。这是一笔
宝贵资源。要把科教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
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优势。”

三峡工程汇聚了一批高精尖人才。上百
位企业员工看到总书记的欢呼声，沸腾了大
坝。“正是因为我们过去靠自己迎难克坚，才
有了今天的成绩。不仅建设了三峡，还培养
了一批人才队伍、掌握了全面的自主创新技
术 ， 我 们 现 在 开 发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 三
峡’。”习近平话音刚起，上百位员工就和总
书记一道，齐声说出那些他们用汗水浇灌出
来的工程：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透
着自豪的嘹亮声音响彻旷野。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能力感到自豪。希望我
们共同努力，上下同心，13亿多中国人齐心
合力共圆中国梦。

左岸坝首绿地，习近平总书记挥锹培
土，种下一棵楠木树。他仰起头，凝视繁茂
的树冠，新发的枝叶在春风里沙沙作响。把
江水衬得翠似碧玉的生态林，和苍莽的群
山、壮阔的江流交相辉映。新的长江故事翻
开了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