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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山水林田湖草

的“命运共同体”初具规模，到绿色发展
理念融入生产生活，再到经济发展与生
态改善实现良性互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新
高度，美丽中国新图景徐徐展开。

从保护到修复，着力补
齐生态短板

2015年，西起大兴安岭、东到长白
山脉、北至小兴安岭，绵延数千公里的
原始大森林里，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伐
木声戛然而止。数以十万计的伐木工
人封存了斧锯，重点国有林区停伐，宣
告多年来向森林过度索取的历史结束。

这一历史性变革的背后，彰显了
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追
求的新目标。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理念，着力补齐一块块生态短板。

——修复陆生生态，还人间以更
多绿色。五年来，我国年均新增造林
超过9000万亩。森林质量提升，良种
使用率从 51%提高到 61%，造林苗木

合格率稳定在 90%以上，累计建设国
家储备林 4895 万亩。恢复退化湿地
30万亩，退耕还湿20万亩。118个城
市成为“国家森林城市”。三北工程启
动两个百万亩防护林基地建设。

——防治水土流失，还大地以根
基。五年来，我国治理沙化土地1.26亿
亩，荒漠化沙化呈整体遏制、重点治理
区明显改善的态势，沙化土地面积年均
缩减1980平方公里，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修复水生生态，还生命以家
园。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I-III类水体比
例增加到67.8%，劣V类水体比例下降到
8.6%，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

“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
方发达国家 300年的发展历程，环境
的破坏在所难免，但我们在高速发展
阶段就能意识到生态在人类文明发展
中的重要性，避免再走‘先污染再治
理’的弯路，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央党校教授辛明说。

从制度到实践，绿色发
展提速增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顶
层设计性质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

这五年，生态文明顶层设计逐步完
善。2015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系。同年9
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
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文明
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度。

这五年，生态环保法制建设不断
健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陆续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新环保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
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力度空前。

这五年，生态环保执法监管力度
空前。压减燃煤、淘汰黄标车、整治排
放不达标企业，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督查……一系列的环保重拳出击，
带来更多蓝天碧水。

这五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做
出绿色贡献。2015年 12月，在气候变
化巴黎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196个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这
一历史性文件。中国不仅是达成协定
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坚定的履约国。

从理念到成效，经济社
会发展迈向更高端

2016年，北京环境交易所，塞罕坝
林场18.3万吨造林碳汇挂牌出售。全
部475吨碳汇实现交易，可获益1亿元
以上。

“荒原变成森林，森林换来绿水青
山，绿水青山在无声无息中变成金山
银山，塞罕坝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链
条。”塞罕坝林场副场长陈智卿说。

从“大地披绿”到“身边增绿”和“心
中播绿”，不断增加的生态产品供给极
大增加了百姓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分别增加到了
31.2亿亩和151亿立方米，这些森林资
源的年生态服务价值12.68万亿元。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2016年，
单位GDP能耗、用水量分别比2012年
下降17.9%和25.4%，主要污染物减排
效果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新局面，我国经济
发展动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且后
发优势和潜力无限。

金沙江下游，在建世界最大水电
站白鹤滩水电站近日主体工程全面建
设 ，建 成 后 多 年 平 均 发 电 量 将 达
624.43 亿千瓦时，平均每年可减少标
煤消耗量约196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约5160万吨。

中国绿色发展为世界贡献了中国
方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
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
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的生态
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正在为全世界
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据新华社西安 8月 12 日电 12

日上午，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速
“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
查组在陕西西安成立，并召开全体
会议。

会议要求，事故调查组要依法依
规、严肃认真地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
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
发生。深入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进一步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及与
人民群众生活出行密切相关的领域
的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大专项整治
力度，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进一
步加大基础建设力度。严格落实重
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制度，牢固树

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促进安全
生产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

8月 10日 23时许，陕西安康市
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已造成36人死亡、13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
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伤亡，做好善后
工作。同时要求成立国务院事故调
查组，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
严肃问责。事故调查组由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牵头，公安部、监察部、交通
运输部、全国总工会、陕西省政府负
责人及有关地方、部门人员和专家组
成，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事故调查。

针对“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2 日电 记
者12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获
悉，国产TA600（也称AG600）大型
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近日在
航空工业高速水动力航空科技重点
实验室完成水动性能研发试验，试验
的成功为TA600飞机水上首飞奠定
了基础。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水动力
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彬表示，此次试验
的目的在于获得TA600飞机水面起
飞滑行稳定性、喷溅特性和抗浪性等
水动性能，以验证 TA600飞机水上
首飞的安全性，为水上首飞和水上科
目试飞提供数据支持。

专家介绍，水上飞机在水上起飞
时，由于水面柔软，有变化无常的波
浪，波浪的干扰使飞机极易发生危险
的纵摇运动，即“海豚运动”，威胁航
空安全，所以必须开展水动力方面的
研究。

上海适航审定中心飞行性能室
主任揭裕文表示，试验的难点在于验
证飞机在设计指标要求的浪高条件
下飞机的运动响应情况，获得飞机在
各种海况起降的运动稳定性。从试
验获得的数据来看，TA600 飞机水
面滑行稳定性、喷溅性能和抗浪性能
够满足研制技术要求，为水面起降程
序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与数据支持。

国产TA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水动能研发试验获得成功

我国地震近期是否进入活跃期？
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8月11日，
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厚群以
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
杰，专家们对我国大陆地震活动情况等
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我国地震近期进入活跃期？

2017年8月8日至9日，我国西部
发生四川九寨沟 7.0级地震和新疆精
河 6.6级地震。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强
震，有人担心：我国是否进入了地震活
跃期？对此专家表示，我国地震活动
处于正常活动水平。

据了解，历史上短时间内连续发生
强震的情况是有的，如1955年 4月 14
日四川康定发生7.5级地震，次日新疆
乌恰便两次发生7.0级地震；2008年10
月5日新疆乌恰发生6.8级地震、10月6
日西藏当雄发生6.6级地震。因此，连
续发生强震不是一个罕见事件。

我国地震活动水平是比较高的，
年均 20 次 5 级地震、3 至 4 次 6 级地
震、0.67次 7级地震。刘杰介绍，九寨
沟7.0级地震前我国大陆7级地震平静
已达 24个月，6级地震平静已达 8个
月，2017年1月至7月也只发生了4次
5级地震，地震活动水平是比较低的。

刘杰指出，这两次地震发生是对
前一段低地震活动水平的补充，目前
我国仍处于正常地震活动状态内。

刘杰还告诉记者，我国发生7级地
震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平均3年 2次 7
级地震。根据 1900年以来地震活动
资料，我国地震活跃期是以7.5级大地
震或7级强震群作为活动标志来划分
的。此次九寨沟7.0级地震，属于我国
正常的地震活动。

水库有可能引发大地震吗？

四川省水利资源丰富，水库数量
较多。近期也有一些舆论认为水库和
地震的发生有一定关联。那么，到底
什么是水库地震？水库有可能引发大
地震吗？

陈厚群介绍，水库地震主要分为两
类：一类是水库蓄水后，两岸原来存在的
溶洞、矿洞，由于水体淹没的影响发生陷
落，在库区诱发地震，一般震级不会很大
且能量有限；另一类是，库区正好穿越发
生地震的断裂带，水库蓄水后水渗入地
下，孔隙压力升高，抗滑强度减弱，水库
起到触发作用。这些区域原本就有地
震，水库蓄水起到一定的触发作用。

资料显示，水库诱发地震的研究始
于20世纪初。水库蓄水诱发的地震多
为中小地震，对水库不会产生大的破坏。

陈厚群表示，到目前为止已建成
的水库当中，发生地震的水库极少，而
发生6级以上水库地震的水库全球仅

4个。应该说，由水库引发大地震的可
能性是极低的。

九寨沟地震与三峡工程
有关吗？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发生后，网
上出现了一些对地震形势的臆测，并
将此次地震与三峡大坝相联系。受访
专家均指出，三峡工程不可能引发九
寨沟地震。

陈厚群介绍，九寨沟地震的震中
为北纬 33.20度、东经 103.82度，位于
岷江、塔藏、虎牙三个断裂带附近，该
地区本来就是地震多发区。这次地震
是印支板块向北挤压导致川西北地块
挤出，由局部走滑剪切引起的。

同时，陈厚群告诉记者，三峡工程
坝址及水库区属华南地震区的长江中
下游地震带，它和引发九寨沟地震的
断裂不在同一个构造单元上，两者之
间完全没有构造上的任何联系。

此外，从九寨沟到三峡工程的直
线距离约 700公里，其间分布着不透
水性的地层，库水与九寨沟地震的构
造带也不存在水力联系。陈厚群表
示，三峡工程在建库以前就做了大量
的论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论证三峡
大坝蓄水以后会否引起水库地震。他
表示，三峡大坝本身坝址所在就是稳
定地块，构造相当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针对近期地震热点问题，专家回应：

水库不会引发大地震

雨袭郑州

8月 12日，市民在郑州街头
积水路段涉水前行。当日，郑州
迎来一场强对流天气，降雨导致
城区内多处路段积水，给市民出
行带来不便。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卢松）8月 11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省民政厅等
9部门近日专门下发通知，转发民政
部等9部委《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动我省社会
智库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其正能
量，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智力支撑。

具体来说，社会智库包括民办的
学会、研究会和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近年来，社会智库在咨政建言、理论
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我省社会智库发展
总体上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面临
不少困难和问题，需进一步规范引导
和加大扶持。

按照相关规定，社会智库实行民
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
管理体制，我省支持符合标准和有关
法规规定条件的社会智库依法成
立。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只能由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担任业务主管单位，

并由省民政厅进行登记，市、县两级
民政部门不再进行登记；其他社会智
库由其活动涉及领域的主管部门担
任业务主管单位，并由同级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我省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支持社会智库开展研究咨询活动；完
善社会智库人才职称评定政策，推动
党政机关与社会智库间人才有序流
动；建立党政机关决策需求、社会智
库意见建议的良性互动；协调、规范
我省社会智库参加国内外、省内外智
库交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等。

据了解，我省将引导具备条件的
社会智库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有效覆盖，确保社会智库发展的正确
政治方向。通过建立健全信息公开
制度、推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利用
社会组织年度检查、评估、“两随机、
一公开”检查审计等手段，加强对社
会智库的事中事后监管。③6

我省引导社会智库献智中原

制图/刘志强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8月 11日电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丹尼尔·罗萨里奥
11日宣布，受到杀虫剂氟虫腈污染的

“毒鸡蛋”已经流入中国香港和欧洲
16国。

罗萨里奥指出，受“毒鸡蛋”风波
困扰的欧洲16国为比利时、荷兰、德
国、法国、瑞典、英国、奥地利、爱尔
兰、意大利、卢森堡、波兰、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丹麦和瑞士。

罗萨里奥说，比利时、荷兰、德国
和法国当局已关闭了使用过杀虫剂
氟虫腈的农场，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
和地区则是因为从上述 4国进口了

“毒鸡蛋”。中国香港是从荷兰进口

了受氟虫腈污染的“毒鸡蛋”。
氟虫腈是可杀灭跳蚤、螨和虱的

杀虫剂，人如大剂量食用可致肝功
能、肾功能和甲状腺功能损伤，它被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有中度毒
性”的化学品。欧盟法律规定，氟虫
腈不得用于人类食品产业链的畜禽
养殖过程，每千克食品中的氟虫腈残
留不能超过0.005毫克。

比利时食品安全局早在6月初就
发现从荷兰进口的鸡蛋中含有氟虫
腈。荷兰随后启动调查，发现鸡蛋中
的有毒成分与荷兰一家为农场提供杀
虫服务的专业公司“鸡之友”有关，该
公司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客户。

欧盟称“毒鸡蛋”流入中国香港
和欧洲16国

8月11日，孟州市赵和镇廉庄村四季春农家乐庄园的工作人员在管理石
榴。该园有供游客采摘的果树，还通过林下散养土鸡和销售土鸡蛋实现了多
渠道增收。⑨7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