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
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
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
关心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一场践行“新时尚”的垃圾分类，在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

“分类”带来好环境

上海市宝山区杨泰公寓 7月份垃圾分
类相关条例正式落地以来，社区施行“定时
定点投放”制度。垃圾桶变少了，7个投放
点缩减成2个；垃圾桶摆放时间也变短了，
投放点每天早晚各开放 2个小时，其间物
业现场守候，桶满即刻运走，防止外溢。

小区一对龙凤胎寿成武、寿雄佰成了
垃圾分类“积极分子”，暑假期间，做了20多

次志愿者，亲历了垃圾分类“让家园更美丽”
的过程。“玉米须是湿垃圾，皮是干垃圾。”这
些容易混淆的垃圾，姐弟俩“门儿清”。

数据显示，7月份，《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实施首月，湿垃圾日均清运量为
0.82万吨，比上月增加 15%，较 2018年底
增加 82%；干垃圾日均清运量约 1.7万吨，
相较6月份下降11.7%；可回收物日均清运
量则增加10%至4400吨。干垃圾减量、湿
垃圾和可回收物资源化情况不断变好。

“分类”有益城乡精治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
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
成。并强调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
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如何推动习惯养成，怎么做细做实？
对此杨泰公寓的居民深有体会。

“‘早上 6点半到 8点半、晚上 6点到 8
点’的时间点跟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不符，
赶不上扔垃圾怎么办？”有居民问。

不方便投放的居民，可以打电话登记，

居委会酌情提供上门服务——杨泰公寓居
委会给出了解决方案。

“从沟通、理解到提出解决方案，小区
居民的关系愈加密切。”其所辖的梅林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严秀琴表示。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说：“社区是城市管
理体系的基础单元，也是垃圾的主要产出
地。只有以居民为主体，从社区抓起，垃圾
分类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考验城乡
精细化管理的水平。”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
授刘建国认为，做好垃圾分类，有助于城乡

“精治”，也有助于营造亲密和谐的社区氛围。

“分类”形成完整链条

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
分类制度，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在全国部分城市，已形成前
端收集、中端运输、末端处置垃圾分类完整
链条。

如火如荼开展的垃圾分类，给清洁站

也带来了新变化。
“今年以来，清洁站每天接收的垃圾量

约下降 10%，原因主要在于餐厨垃圾和其
他垃圾实行了分离。”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卫
生服务中心二队业务队长王晓东介绍。

记者了解到，围绕垃圾末端处置，住建
部门正在追加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各
地“百花齐放”地展开探索。

上海一些小区尝试“湿垃圾不出小
区”，居民家的菜叶果皮通过小型生化装置
发酵后，摇身变成“有机肥”，用来养花草，
实现湿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我国分类处理设施正趋于多元化、现代
化，不同城市针对收运、焚烧发电、生物处理、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短板情况，各自启动了
相关规划与建设。垃圾分类带来的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效应正在显现。”刘建国说。

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
动、成效初显。今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
底 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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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中国减贫之路的缩影

30年前的盛夏，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从寿宁县城出发来下党，先坐了
3个小时的车，到上屏峰村公路不通了，一
行人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步行两个多小时，
从文昌阁旁走下，才到了下党乡的下党村。

道路闭塞带来的不仅是出行难，更有
思想观念的封闭落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
工作期间三进下党，访贫问苦，现场办公，
协调解决下党的公路、水电建设等，希望下
党在脱贫发展中更新观念、拓展思路。

“下党坚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以干得

助、久久为功。”下党乡党委书记叶忠强说，
“过去的贫困乡已变为一座充满希望的美丽
山乡，旅游和生态农业成了下党的‘金库’。”

依托绿水青山和古建民居，下党近年
重点发展茶产业和旅游业，催生了定制茶
园、民宿、农家乐等新业态。2018年，下党
接待游客15万人次。

30 年间，下党乡人均年收入从不到
200元增长到去年的1.3万多元，翻了近70
倍。去年，下党乡建档立卡的 118户贫困
户504人已全部脱贫。

如何打赢反贫困之战？

下党所在的闽东宁德，30年前贫困落
后。主政宁德时，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思
考后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

“现在，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
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
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
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
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详

细阐述了这一发展辩证法。下党脱贫正是
一个生动样本。

叶忠强说，为打破贫在“农”上、困在
“山”中的桎梏，下党持之以恒“唱山歌”，因
地制宜抓产业，这才实现了脱贫致富。

下党乡村干部和福建省委组织部下派
驻村干部，2014年 9月为下党村注册了农
产品品牌“下乡的味道”，进而推出中国第
一个可视化扶贫定制茶园项目。

村里将原来一家一户零散的茶园整合
为 600 亩扶贫定制茶园，招募爱心茶园
主。茶园主以一年一亩2万元的价格租下
茶园，在手机APP上通过视频直播随时查
看茶山和茶厂，每年可获200斤“放心茶”。

定制茶园吸引了众多企业认租，使每
亩茶园收入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元，茶
农收入翻番，村集体年增收10万元以上。

下党乡“植入消费式扶贫理念，推出中
国首个扶贫定制茶园”的做法，成为国务院
扶贫办精选推广的典型案例之一。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要
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
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闽东穷在

“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靠山吃山唱

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特色农渔产业已成为闽东农民脱贫致

富的“加速器”。宁德现有茶园 100 多万
亩，大黄鱼、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全国闻名，
发展大农业带来了新财源。

30年来，宁德累计脱贫77万多人，包括
畲民下山、连家船民上岸的“造福工程”搬迁
近4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万分之一以下。

摆脱贫困的下一程

“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
神，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持续巩
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
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衷心地祝贺下
党乡亲脱贫，同时寄予乡村振兴的殷切期
望。作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
略，乡村振兴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乡长项忠红说，下党将继续立足青山
绿水，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做
大做强茶产业，深化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今年 6月，包括宁德市古田、屏南、寿
宁三县在内的福建省12个县，正式退出省
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顺利脱贫摘帽。

“巩固脱贫成果，闽东还要下更大功
夫。”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说，依靠多年发
展积淀，宁德已形成茶业、水产、食用菌、水
果、蔬菜、畜禽、中药材、林竹花卉及旅游

“8+1”特色农业，县县有品牌、村村显特
色，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产业基础。

下党村口，有座“滴水穿石”雕塑。30
年间，下党发生巨变，闽东别开生面，中国
也已进入摆脱贫困的最后决胜阶段。

习近平同志当年在解释《摆脱贫困》一
书题目时曾这样写道：“其意义首先在于摆
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
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
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
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这番话蕴含的深刻道理，越来越被实
践所证明。（据新华社福州8月2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700余项（套）最新技术成果、
应用产品、解决方案集聚亮相，300多位业界顶尖专家和企业
家进行主旨报告和对话，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支
参赛队角逐世界机器人大赛……8月20日，以“智能新生态、开
放新时代”为主题的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工信部部长苗圩20日在 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
说，伴随着全球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机器人产业也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达到了
148000台套，占全球产量的比重超过38%。

中国电子学会本月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9年）》指出，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保持向好发展，是
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

□新华社评论员

两个多月来，香港频频发生违法暴力事件，严重冲击香港

法治、安宁、民生，令所有关爱香港的人们感到痛心。香港乱

局因何而起？激进势力究竟意欲何为？我们需要对这场风波

进行客观理性的思考，在正本清源中看清香港乱局的由来和

本质，进一步坚定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决心和信心。

修例风波的缘起是特区政府启动修订《逃犯条例》和《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工作。修例既有利于处理有关案

件的移交审判问题，又有利于堵塞现有法律制度的漏洞，以共

同打击犯罪，彰显法治和公义，是必要的、正当的。然而，少数

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却对特区政府修例恶意抹黑，利用一些

香港市民的不了解、疑虑，大肆散播各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制

造社会恐慌，掀起“反修例”风潮，不断挑起、制造暴力事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祸港四人帮”之一的李柱铭早在 20

多年前就曾敦促特区政府与内地谈移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

法互助安排；而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现为“反修例”代表

人物的陈方安生也曾承诺尽快修改法例。但是，当此次特区

政府启动修例时，他们却大玩“变脸”，极尽污蔑诋毁之能事。

如此翻云覆雨、反复无常，充分说明他们罔顾社会公义与民众

福祉，其挑战特区政府管治权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特区政府宣布修例工作已彻底停止的情况下，一些人

依然打着“反修例”的旗号，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煽动违法犯

罪行为。正如原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吴光正

在公开声明中指出的，“反修例”诉求已获得特区政府回应，现

时所谓“五求运动”阴谋和最终目标其实是为争取基本法以外

的东西铺路，与中央争权，攻基本法，攻“8·31”决定。实际上，

一些人极力煽动蛊惑香港市民参与“反修例”，乃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其真正图谋无非是要搞乱香港，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

发展大局，乃至把“颜色革命”的祸水引向中国内地。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一些人挟洋自重、挟青年

自重、挟香港的繁荣稳定自重，使出种种卑劣手段祸港乱港：

与西方反华势力内外勾结、沆瀣一气；误导和裹挟香港市民，

妄称“代表民意”，更为恶劣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阴险意图，

不惜让年轻人成为他们的棋子和炮灰。在他们的背后操纵

下，暴力事件不断升级。部分激进暴力分子冲击中央政府驻

港机构，污损国徽、侮辱国旗、鼓吹“港独”，公然冒犯国家尊

严，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事实一再证明，“反修

例”只是一些人借题发挥的幌子，为了牟取私利，他们不惜搞

乱香港、祸害香港、毁掉香港，并最终毁掉“一国两制”。

近年来，从非法“占中”到旺角骚乱，再到修例风波，香港内

外的“反中乱港”势力从未消停，他们不断借所谓“民主”“自由”

“人权”等议题挑起事端，成为香港社会的重要乱源。他们表演

越充分、作恶越疯狂，其丑恶面目就暴露得越彻底。连日来，包

括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

诗在内的香港政界、法律界、工商界等各界人士纷纷发声，揭露

“反中乱港”分子的险恶用心；数十万香港市民举行集会，向暴

力行为大声说“不”，彰显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民心所向。

法治不容挑战，底线必须坚守。“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

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

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面

对中央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坚强意志，面对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反

中乱港”势力或能猖狂一时，却难逃一败涂地的结局。等待他们

的，将是历史和正义的庄严审判！（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看清香港乱局的
由来和本质

垃圾分类：“新时尚”的美丽折射

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

“下党故事”揭示反贫困中国密码

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700余项最新技术成果亮相

游客在下党村参观游览（8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大会上展示的机械手。 新华社发（任超 摄）

综合新华社电 8月 19日上午，以“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主题的首届
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开幕，与会专
家、学者、政府代表对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评价。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
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
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被公认为亚洲重要的水源
涵养地及生态安全屏障。2016 年，我国首个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在当地设立，园区总面积 12.31

万平方公里，下设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3个
分园区。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通过深
化体制改革已基本理顺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
理权的关系，对3个园区所涉4县进行大部门制改
革，破解了体制机制“九龙治水”局面和监管执法

“碎片化”问题。同时，试点引导三江源牧民参与
国家公园的保护与管理，“一户一岗”设置生态公
益岗位 1.72 万个，户均年收入增加 2.16 万元，使
当地原住居民在参与生态保护的同时获得收益。

首个国家公园先“睹”为快

一只雄鹰在玛多县扎陵湖上空飞翔（2014年7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可可西里索南
达杰保护站藏羚羊
救护中心里的小藏
羚羊（2017年 8月
15 日摄）。 新华
社记者 张宏祥 摄

□新华社记者 顾钱江 董建国 陈弘毅

一封寄自闽东寿宁县下党

乡的脱贫报喜信让习近平总书

记非常高兴。8月 4日，他特地

回信祝贺。

“下党天堑变通途、旧貌换

新颜，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

福感、获得感，这生动印证了弱

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道理。”习近

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30年前，时任福建宁德地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冒着酷暑第一

次来到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留

下“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印象。

下党脱贫，只是中国 2020

年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前又

一个小的胜利，但闽东“因地制

宜，弱鸟先飞，精准发力，滴水穿

石”的成功实践，揭示了摆脱贫

困的中国密码，也描绘出从脱贫

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光明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国家统计局 20日发布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就
业总量从 1949年的 1.8亿人增加到 2018年的 7.8亿人，扩大
了 3.3 倍，其中城镇就业达到 4.3 亿人，比 1949 年增加 27.3
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就业总量增加、结构优化，就业
质量也显著提升。

报告显示，工资收入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 82461 元，是 1978 年的 134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1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 18.3
倍，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7.7%。报告还显示，2018年底，我国
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

70年来我国

城镇就业总量增27.3倍

久治县境内的年久治县境内的年
保玉则风光保玉则风光（（55月月 2121
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新华社记
者者 张宏祥张宏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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