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 者冯
华、余建斌）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国
家航天局、中国气象局获悉：6月5日
21时07分，中国风云二号H星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H 星是中国第一代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的最后一颗，将与在轨的

风云二号 E、F、G 星开展组网观测，
对于保证中国两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
业务接续具有重要意义。

完成在轨测试后，H 星将进行轨
道向西调整，定点于东经 79 度赤道上
空，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天气系统上游地
区的监测能力，并为“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天气
预报、防灾减灾等监测服务，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月 5 日 21 时 07 分，中国风云二
号 H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梁珂岩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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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5日电（记
者陈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内蒙古自
治区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
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夯实责任为抓
手，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法全面有效实
施，持之以恒建设好祖国北疆生态安
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蓝天
白云。

2 日至 5 日，栗战书率领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先后到呼和浩特、
包头和鄂尔多斯实地检查大气污染防
治法实施情况。在电力、钢铁、煤

炭、化工、新能源汽车等企业，栗战
书深入厂矿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升
级改造和节能减排情况。

栗战书十分关心群众冬季清洁取
暖问题，专程来到社区查看燃煤改造设
施，走进居民家中询问集中供暖情况，
到企业了解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栗战书来到风沙源生态治理
工程现场查看防沙固沙成效，并到自
治区环保厅检查环境监测监控等工作。

栗战书分别主持会议与五级人大
代表和群众代表座谈，听取内蒙古有
关方面情况汇报，到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机关看望工作人员。

据新华社厦门6月 5日电 6 月 3
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在福建调研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韩正
前往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了解阳光政
务平台建设，听取厦门市构建“多规合
一”体系、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情况汇报；到太古飞机工程有
限公司，实地察看飞机维修车间，询
问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前景、营商环
境等情况，了解厦门打造全球重要

“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成果；到福建
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考察东渡港
区，了解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展。4
日下午，韩正在厦门主持召开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座谈

会，听取有关部门和部分试点地区情
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韩正强调，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试点，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聚焦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快
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要突
出“四个统一”，就是要统一审批流程，
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和各类审
批事项进行全面改革；统一信息数据平
台，从横向和纵向全面实现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统一审批体系，通过“一张蓝
图”统筹项目实施、“一个系统”实施统
一管理、“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务、“一
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一套机制”规
范审批运行；统一监管方式，建立以信
用监管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国
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
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 《决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
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
题予以明确。

《决定》 的内容主要包括：在保障
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和开展工作的连续
性方面，《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确定

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
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行政法规规
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调整适用
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政
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
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
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
担。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法规
规定的职责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的，
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

国务院印发决定予以明确
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

国务院印发决定予以明确

6 月 5 日是第 47 个世界环境日。今
年，中国将环境日的主题定为“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旨在推动社会各界和
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携手行动，
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揭晓

6 月 5 日，生态环境部与湖南省人
民政府联合在长沙市举办了 2018 年环
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活动上揭晓了
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他们中有环保公益组织带头人，也
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有生态环境部门
的干部等。虽然身份各有不同，但都以
亲身实践践行环境保护，成为了美丽中
国建设者，对社会公众也起到很好的带
动、导向和示范作用。

这次活动还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规范》，在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
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
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
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
举报、共建美丽中国等十个方面引领公
民践行生态环境责任。

生态 环 境 部 门 联 手 社 会 公 益 组
织，在高德地图基础上开发了公众能
够 参 与 的 环 保 实 践 平 台—— 环 境 地
图。平台在 6月 5日正式上线，公众可
以随手做环保，并将其绿色、环保、
减碳的行为在平台上记录，累积的公

益值将用来为贫困山区修筑小桥，助
力国家扶贫事业。

丰富活动普及环保意识

除了国家主场活动，全国许多城市
都以“世界环境日”为契机，开展了内
容丰富的宣传体验活动。

北京、河北、福建等地的200余座
城市发起“拾荒慢跑”活动。1.3 万余
名志愿者跑步时带上可降解垃圾袋，一
边慢跑一边清理行进路线中的垃圾，呼
吁社会关注环境健康。

山西太原市招募了500个“环保小
卫士”及其绿色家庭、100名大学生青
年志愿者，对身边环境的污染源进行走
访普查，收集相关数据，最终绘制出太
原市“绿色生活地图”。新疆多个县市
则通过分发宣传单、发放环保购物袋、
集中咨询等方式，为居民解答、宣传有
关环保的问题，普及绿色理念。

“环境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海
南大学环境生态学院副院长葛成军说，开
展世界环境日相关活动，可以向民众传
递一种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生活理
念，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让每一个人成
为环境保护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绿色生活助力美丽中国

近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皇宫

社区“再生资源兑换超市”内，居民
曹启典用废纸箱和旧衣服累积的 500
积分在超市兑换了一块香皂。“这种超
市对居民处理废品很方便，我们已经
习惯这样的方式了，同时也是为我们
身边的环保做一点贡献。”曹启典笑着
说道。

超市店主徐峰介绍，除了再生资源
兑换，两年前，小区门口的垃圾堆放混
乱，但现在许多市民都有了垃圾分类意
识，小区环境得到了很大改观。“现在
走在小区里，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感觉
很温馨。”

近年来，中国人环保意识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的百姓将绿色观念融入到
日常生活之中。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

《公 民 环 保 行 为 调 查 报 告》 显 示 ，
66.88%的受访者在近半年内讨论过“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理
念；71.97%的受访者在购买家电时，经
常会选择节能家电；69.04%的受访者会
采用绿色出行方式。

中国的积极作为收获了国际赞誉。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在过去 5 年时
间里，中国的生态环境朝着积极的方向
变化。这一转变让人惊叹，其发生速度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索尔海姆说：

“这是非常惊人的成绩，中国在环境治
理方面有很好的探索，值得其他发展中
国家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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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

栗战书在内蒙古检查工作

就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韩正主持试点工作座谈会

6月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在青岛举行。两名新成员国
将首次参加上合峰会，届时八个正式成员国、四个
观察员国和六个对话伙伴以及主席国客人的元首
或政府首脑，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聚集
在“上海精神”旗帜下，开启上合组织的新时代。

以上合组织诞生地命名的“上海精神”，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为核心内涵，既是该机制及其前身

“上海五国”各成员合作经验的结晶，又是成员国
多边合作的行动指南。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
后特殊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上海精神”成为超
越冷战思维的创新理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以增加战略互信为基础的新安全观。安全合
作需要基本互信，互信又促进安全合作。对于上
合组织成员来说，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
任何第三方，这是构建互信的基本条件。面对成
员国所在地区“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谋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
全，最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才能为本地区各国实
现稳定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以谋求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观。正如在
安全上，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上，最终
会导致自身不安全，零和游戏实际上害人不利
己，同样以邻为壑也无法带来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成员国挖掘区域合作潜
力，共创合作机遇，都能从经贸合作中获取实
利。考虑到成员国经济实力差距悬殊，上合组织
经济合作特别强调循序渐进、互利共赢。

以坚持平等协商为核心的新合作观。上合组
织以“安全合作”及“经济合作”双轮驱动著
称，并逐渐纳入人文文化合作，这都离不开大小
国家主权平等、协商一致。上合组织的共识及决
策都经过平等协商，照顾了各成员的尊严与舒适
度。只要平等协商，才能达到求同存异，在多样

性中寻求团结与共识，才能确保合作共赢。
以尊重文化多样为特征的新文明观。从“上

海五国”到“上海八国”，上合组织成员国地跨欧
亚两大洲，欧亚大陆复杂互动的历史进程给各国
都留下深深烙印。多种古老文明和宗教信仰，不
同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没有妨碍成员国对睦邻
友好、共同发展的追求。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与
彼此的自主选择，推动文明间交流对话，已成为
成员国广泛共识。

17年来，“上海精神”照亮了上合之路。上合
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正值国际和地区形势急剧
变化的时期，反恐战争、“颜色革命”、金融危机
此起彼伏，但上合组织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在三

大支柱即安全、经济、人文三个重点领域的合作
成绩斐然。进入第二个十年，上合合作的广度、
深度继续扩大，发展战略对接有了新起色，并实
现了历史性的成员扩大。

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及最大经济体，
中国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上海精神”的
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基本内涵看，“上
海精神”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可以说，以“上海精神”
为基础的上合组织已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作为主办国，中国寄望于通过青岛峰会，将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
上合组织进程，为“上海精神”赋予更强大的生
命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上海精神”照亮上合之路
■ 贾秀东

据新华社杭州6月 5日电 （记者
魏一骏） 浙江省发改委日前发布 《关
于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全线初
步设计的批复》。根据批复，杭绍台铁
路新建正线从绍兴北站开始至温岭

站，速度目标值每小时 350 公里，沿
途共设8个车站。

新建的杭绍台铁路起于绍兴北站，
沿途经过嵊州、新昌、天台、临海后到达
台州中心站，然后继续南下，终到温岭，

新建正线全长226.556公里。
杭绍台铁路是国家首批社会资本

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由复星集团
牵头的民营联合体于 2017年 9月 11日
与浙江省政府签约。

中国首条民资控股高铁线路获批复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城市湿地公园在蓝天白云下处处绿意盎然，美不胜收。
姚永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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