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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遍染绿色，让天空湛
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让草原牧歌欢唱……

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也是实现永
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战略谋划，着力创新发展理念，
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引领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
征途上奋勇前行。

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
刻总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2015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

察工作时，专程来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详细
了解洱海湿地生态保护情况。

在碧波荡漾的洱海边，习近平和当地干部
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
净清澈。”他叮嘱，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
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
驻人间。

习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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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
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
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生
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

建设一个美丽富强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梦想和力量之
源。这力量，根植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习近平对
东方文化中和谐平衡思想的深刻理解。

在他看来，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
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必须解决好“天育
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矛盾，达到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的意境。
地球很大，也很脆弱。工业革命以来，人

类对大自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在生产力
空前发展的同时，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
化，出现森林消失、湿地退化、水土流失、干旱
缺水、洪涝灾害频发、全球气候变暖等严重生
态危机。 (下转第四版)

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董峻 王宇 刘羊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的审议。

会上，巴音朝鲁、蒋超良、任克军、谢忠岩、李景浩、李
辉、王常松、李秀林、熊梅等代表就推动东北振兴发展、加
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依法保护利用生态环境、推动兴边
富民、公正司法和推进依法治国、坚持育人为本等问题先
后发言。习近平边听边记并不时提问，最后作了重要讲
话。习近平表示，完全赞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习近平在肯定吉林一年来工作后指出，要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深入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抓住创新驱动发
展和产业优化升级，努力形成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具
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产业体系，加强同周边国家和
地区交流合作，通过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性障碍，全面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老工业基地蕴藏的巨大活力激发
出来、释放出来。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在一些地区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3个重点，加
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建
设，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
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
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推出的每件事都要
一抓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锲而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
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习近平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
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
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
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
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
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
气正的从政环境。

习近平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在肯定吉林一年来工作后指出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

3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吉林代表团参加审议
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省代表中引起热烈反
响。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全省各族人民的亲切
关怀和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寄予着对吉林
发展的殷切期望。要把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化
作全省上下奋发有为、凝心聚力的强大动力，
以优良的务实作风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投身全

面深化改革实践，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央精
神、具有吉林特色的改革发展之路，谱写好中
国梦的吉林篇章。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备受鼓
舞，为吉林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
也深受鞭策和激励。”任克军代表说，总书记就

“三农”工作、黑土地保护等问题先后7次提问

与代表互动，不时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总书
记在讲话中提到了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问题，一
再强调，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发挥吉林省资
源优势、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注重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同时，
要大力保护基本农田，在加快发展粮食生产的
同时，抓好畜牧业、园艺特产业和农产品加工
业，并高度重视农产品安全。“我觉得总书记这
番讲话既亲切又温暖，给我们带来莫大的鼓

舞。这是吉林人的自豪和骄傲。”
总书记的嘱托，不仅坚定了大家对吉林老

工业基地振兴的信心，也为吉林的转型发展增
添了强大动力。“总书记非常平易近人，特别是
和我们代表亲切握手的时候，不时地询问工作
和生活情况。” (下转第四版)

牢记嘱托 肩负重任 推进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吉林代表团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特派记者 傅多强 王子阳 何琳娣

■ 通过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性障碍，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老工业
基地蕴藏的巨大活力激发出来、释放出来

■ 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在一些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突出抓好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3个重点

■ 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推出
的每件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
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 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
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
从政环境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
3月9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欢声笑语，暖

意融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来到这里，与吉林代表团代表共商国是。
上午9时，掌声响起。习近平总书记面带

微笑，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代表身边，与大家一
一握手，亲切交流。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重要时刻。
“到中央工作以后，我去过一次吉林，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记忆犹新。今天很高兴到吉林
代表团和大家一起审议，首先向在座的各位，并
通过你们向吉林省的干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
候。”总书记情真意切的开场白，使吉林代表团
全体代表如沐春风，给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新一轮振兴发展的
2700万吉林各族人民带来巨大鼓舞，注入强大
动力。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
能再唱“二人转”

总书记始终关心着吉林这片沃土，关注着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4年前，习近平考
察吉林，悉心指导吉林干部群众图跨越、谋振
兴。去年，总书记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指示，为
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今吉林发
展怎么样，总书记十分关心。

“四个全面”领航程，白山松水千帆竞。

省委书记、吉林代表团团长巴音朝鲁首先向
总书记汇报了吉林的发展变化：学习贯彻落
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吉林经济结构出现
了积极因素和新变化，各级干部认识更清
醒、作风更务实、思路更开阔，找到了破解制
约老工业基地发展难题的“金钥匙”；通过积
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长吉
图开发开放，加快推动了“互联互通”，打破
了吉林沿边近海却出不了海的尴尬局面；通
过美丽中国建设，不断推进西部生态经济
区、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区、中部创新转型核
心区建设，使人与自然实现了更加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现在旅游是热点，旅游收入多少？”“白雪
换白银换来了吗？”“珲春到海参崴多少公
里？”……总书记不时插话，向巴音朝鲁细致询
问。喜听吉林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总书记频频
点头赞许。

如何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
展，总书记尤为关切。省长、吉林代表团副团长
蒋超良向总书记汇报：去年尽管遭遇经济下行
的压力，但经济增长为6.5%，城镇和农民人均
收入分别增长8.8%和10.2%。今年，吉林将紧
紧围绕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总
书记对东北老工业基地重要批示精神，主动适
应和引领新常态，全力推进吉林振兴发展，为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沿边开放、边境稳
定等各项工作作出新贡献。

总书记对吉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过
去一年，吉林干部群众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加
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目标，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经济平稳运行，结构加快调
整，粮食再获丰收，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这些成
绩的取得，是吉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真
抓实干、奋力拼搏的结果。

总书记强调，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
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
转”，要做好加减乘除：加法——投资、需求、创
新，减法——淘汰落后产能，乘法——创新驱
动，除法——市场化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老
工业基地难以凤凰涅槃、腾笼换鸟。吉林等东
北老工业基地要通过创新实现优化升级、脱胎
换骨，进行深化改革创新，实现适应经济新常态
的战略性调整。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让代表们心潮澎湃，热
烈的掌声一次次在大厅响起。

农业是吉林优势，大米是吉林品牌
作为农业大省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吉林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上取得了哪些成绩，
农民收入达到了什么水平？总书记对此十分
关心。

“从2001年开始，吉林粮食产量先后跃上
400亿斤、500亿斤、600亿斤和700亿斤，去年
达到706.56亿斤。粮食单产位居全国第一，每

年向国家提供600亿斤商品粮。2014年农民
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万元。”任克军代表向总书记
报告。

“去年粮食价格好不好？”总书记十分关心
农民的收入。

“玉米价格在1元到1.12元，水稻价格是
1.15元，大豆是2.1元，价格还不错。”

“现在出国打工的农民多吗？”总书记问。
“越来越多，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域：一是俄

罗斯，生产粮食和蔬菜；二是哈萨克斯坦，生产
大豆和水稻；三是非洲，种植玉米和烤烟。
2013年，我们还首次把从俄罗斯种植的水稻运
回到国内。”

“质量能赶上吉林大米吗？”总书记笑着问。
“质量不错，因为那里生态环境比较好。但

吉林大米还是比它要好，吉林大米口感和品质
都特别好。”

“你们是品牌！”
总书记话音一落，代表们开怀地笑了。

“现在土地流转率多少？”“秸秆还田还是
一种模式吗，焚烧比例占多少？”“仓储够吗，
都能收储吗？”“黑土地退化，重金属污染的
土壤多不多？”总书记对吉林农业现代化建设
十分关心，不时插话了解一个个细节。他叮
嘱吉林各级干部不要淡化农业，要继续下力
气抓好。要充分发挥吉林农业的特色和优
势，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争当现代农业建设的
排头兵。 (下转第三版)

把蕴藏的巨大活力激发出来释放出来
不断开创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侧记
本报特派记者 傅多强 曹梦南

“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抓住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
努力形成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
和支撑力的产业体系”，“通过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体
制性障碍，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老工业基地
蕴藏的巨大活力激发出来、释放出来。”习近平总书
记昨天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既有
对吉林工作的肯定勉励，使全省人民备受鼓舞、倍
感振奋；更有对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的新要求、新
鞭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总览
全局，理论性强、指导性强、针对性强，必将对吉林
新一轮振兴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
牢记使命，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开拓创新，绝不辜
负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的期望。

亲切关怀带来巨大鼓舞。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中华儿女昂首阔步，
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吉林各族人民万众一
心，攻坚克难，在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进程中
奋力前行。在刚刚闭幕的全省两会上，参加会议
的代表委员踊跃建言献策，谋划新一年的发展大
计。春节长假结束后上班第一天，省委、省政府
召开了推进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动员大会，吹响
了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的号角，新的振兴发展画
卷正在吉林大地徐徐展开。

巨大鼓舞必将化作催人奋进的无穷力量。过
去的一年，是吉林振兴发展不平凡的一年。全省各
族人民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全面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振兴发展取得了新成绩。今年，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鼓舞下，全省各族人民将牢
牢抓住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机遇，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
活得更加美好”总目标，突出发挥“五个优势”，推进

“五项举措”，加快“五大发展”，以更加扎实的努力，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
构，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加强民生
保障，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坚定不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努力促
进吉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辜负党中央对吉林振兴发
展的殷切希望。

春风化雨露，大地织新卷。吉林代表团爆发出的阵阵掌声，蕴含着
代表们的感动，更蕴含着对吉林美好未来的期待、信心。吉林代表们的
发言表达了全省人民的心声：一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好、贯彻好，一定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在“四
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开拓创新，奋力前
行，勇于担当，善做善成，努力开创吉林振兴发展新局面，让党中央和总
书记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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