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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正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
司一场，听取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
护情况汇报。21日，他又前往武威市古浪
县的八步沙林场，实地察看当地治沙造
林、生态保护等情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祖国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时时牵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
内考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重要议程。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记者
在各地回访中看到，山水林田湖草，祖国
山川生机盎然，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正
变得越来越美。

■山：从喧闹到静美，一座山
的生态之变

58岁的贺玉明又回到了祁连山下熟
悉的草场。

“刚搬走的时候，这里还光秃秃一
片。现在草都长到齐腰深了。”看着葱茏
的草场，他感慨道。这片草场地处甘肃祁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是贺玉
明曾经的家。

8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祁连
山北麓的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
一场，实地了解马场改革发展和祁连山
生态修复保护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这
些年来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大见
成效。来到这里实地看一看，才能感受到
祁连山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祁连山，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曾经，开矿、建水电站、旅游让祁
连山热闹非凡，但过度无序开发，也让
这里脆弱敏感的生态系统负重超载，山
体破坏、植被剥离，给祁连山留下了沉
重的创伤。

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他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坚决整改。2017年7月，中办、国
办通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环境问题，上百人被问责。

2017年 11月，眼含着热泪，贺玉明
和乡亲们搬离了生活多年的大山。这两
年，祁连山保护区 208户、701名牧民从
核心区迁出；持证矿业权全部退出、恢复
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水电站完成分类处
置，生态流量得到落实；旅游项目完成整
改和差别化整治。

祁连山终于安静了。
过去放牧，而今守护。贺玉明成了一

名生态管护员，重新回到大山。
“祁连山是我们的‘母亲山’，我们一

定会把这里守护好，为子孙留下青山绿
水。”他说。

【回响】
近年来，从喧闹回归宁静的，不只是

祁连山。
宁夏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彻

底关停保护区内所有煤矿、非煤矿山、洗
煤储煤厂等。原先的煤矿渣堆已被削成
缓坡，犹如梯田一般。去年播下的草籽，
已长出了片片绿意。

在陕西，秦岭北麓成群的违建别墅
早已不见踪迹，保护区里的小水电站也
在逐步退出。秦岭将绿水青山还给当地
群众，还给这里的生灵。

■水：从大开发到大保护，长
江母亲河重典治沉疴

立秋已过，长江湖南岳阳段的华龙
湿地，江碧草青，气象开阔，吸引了许多
游客来此观光。

很难想象，就在两年多前，这里还是
一处尘土飞扬、难见绿草的砂石码头。居

住在附近的群众，常年被灰尘、噪音包
围。

彼时，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污水
入河入江、码头砂石堆积、化工企业围
江，长江水质持续恶化、生态功能退化，
生态系统敲响警钟。习近平总书记痛心
地形容她：“病了，病得不轻了”。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
察长江。“总书记问得很细，他很关心老
百姓有没有享受到生态变化带来的实
惠。”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中游局岳阳分
局局长陈建湘回忆说。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绝不容
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
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
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

为保护一江碧水，仅仅湖南一省去
年就在两个月内集中拆除了沿江小散码
头泊位 42个，关停渡口 13道，退还长江
岸线 7.24公里。曾经扰民的码头变成了

“惠民”的湿地公园。
“这两年多来，《岳阳楼记》中的壮阔

美景正在重现！”陈建湘感慨说，江水越
来越清，有时还能看到江豚可爱的身影。

【回响】
长江好不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

始终牵念的一件大事儿。2016 年 1月、
2018年 4月两次召开的座谈会，议题都
绕不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一泓清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态之
源。

如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
经成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共识。

■林：从护绿到增绿，“中国
绿”赢得世界赞誉

8月，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中
南部的马鞍山林场铺满绿色，油松挺拔，

白桦亭亭，一派生机盎然。在林间空地
上，林场工人们正忙得火热，提着割灌机
清除杂草，并监测病虫害防治效果。

今年 7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顶着
烈日，沿着崎岖的护林小道，来到这里。
他走进林区，察看林木长势，同正在劳作
的护林员们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生
活、家庭情况。

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林场与大
家交流的场景，喀喇沁旗林草局局长赵
连奎记忆犹新：“我们告诉总书记，现在
生态好了，在上山巡护的时候，时常碰到
狍子、野兔、山鸡、野猪等野生动物，来旅
游的人也多了，山野菜不愁卖了，山货也
特别多，老百姓切切实实得到了好处，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马鞍山林场只是赤峰市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个小小缩影。地处蒙冀辽三省区
交界处的赤峰市，森林面积由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 682万亩增加到 4540万亩，森
林覆盖率由 5.2%提高到 35.7%，实现了
由“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成为祖国北疆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回响】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
2017年，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

获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
奖”。习近平总书记称其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三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
林工程……几十年来，中华大地的绿色
版图不断扩大，成为全世界的绿色奇迹。

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
国。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
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贡献比例
居首。在全球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背景
下，中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
国家。 》》》下转06版

为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生态文明建设回访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钟喆）
8月 25日，一条蓝色的“巨龙”横卧在雨
雾迷蒙的洪奇沥水道上，随着横跨洪
奇沥水道南北两边的钢桁梁成功对
接，由中铁六局承建的南沙港铁路跨
洪奇沥特大桥钢桁梁顺利合龙。据悉，
南沙港铁路跨洪奇沥特大桥为目前国
内最大跨度钢桁梁柔性拱桥，预计明
年完工。

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黄圃镇南沙
港铁路跨洪奇沥特大桥工地，一场小雨
并没有扰乱合龙施工的节奏，位于大桥
主桥西侧端的一块监测屏显示：风力 3
级、风速 4.4 米/秒，温度为 26.7℃。“风
力不超过 6级都能正常施工，刚下过一
场雨，气温降下来，是合龙施工的最佳
温度。”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说。此时，
在桥梁东侧端 239号墩位置，只见架梁
吊机从工程船上将一根“上平联短杆”
吊装上桥，随后桥面吊机接力，构件在
空中完成平移、转向、对位、打冲钉、穿
螺栓等步骤，安装全程用时约 45分钟。
至此，南沙港铁路跨洪奇沥特大桥架设
主桁的 1767根主要杆件已全部安装到
位，意味着南沙港铁路跨洪奇沥特大桥
钢桁梁顺利合龙。

“这次跨洪奇沥特大桥成功合龙，
将国内钢桁梁柔性拱结构桥梁的最大
跨径提高到了 360 米，是目前国内同
类型桥梁中跨径最大的。”据中铁六
局集团广州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南
沙港铁路 NSGZQ-5 标工程指挥部指
挥长邓鹏宇介绍，采用悬拼法施工的
大桥全桥设置了两个合龙口，其中 7
月底率先启动靠近大桥西端的合龙口
施工，西合龙口成功“对接”后，随即

于 8 月 20 日启动东合龙口施工。架设
过程中，现场采用多台合计达 32000
吨的千斤顶实施顶落梁、纵横移等措
施，合龙误差小于 5毫米，合龙精度达

到毫米级。
“跨洪奇沥特大桥钢横梁合龙圆满

成功，标志着大桥建设又迈出了关键性
的一步，进入建设的冲刺阶段，为大桥

明年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邓鹏
宇表示，南沙港铁路跨洪奇沥特大桥建
成后，主桥通航净高 24米，航道宽度为
300米，保留原有的通航等级。

据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第五任
行政长官选举 25日举行。作为唯一
被接纳的候选人，贺一诚以 392票
高票当选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人选。

上午 10时，选举投票在澳门东
亚运动会体育馆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400名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全部到场，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

根据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
法》规定，须有全体选委会委员的三
分之二到场投票选举方为有效；候
选人得票数超过选委会全体委员的
半数方可当选。

经过1个多小时的投票和点票，
经核算无误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宋敏莉宣布：
贺一诚当选为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
长官人选。贺一诚共获得392张有效
选票，得票率为 98%。在选举管理委
员会、候选人的监票代理人和媒体
监督下，整个选举过程井然有序。

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澳门
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
性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依法选
出，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成为候任
行政长官。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的任期自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4年12月19日。

宋敏莉宣布选举结果后，贺一
诚来到投票现场。行政长官选举委

员会的委员们以热烈掌声向他表示
祝贺，贺一诚向选委们致谢并发表
当选感言。

贺一诚在感言中郑重承诺，将
全力以赴推进“一国两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伟大实践，坚定不
移地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履职施
政，团结社会不同阶层和各界人士，
以协同奋进之力量、以变革创新之
精神，落实参选宣言和参选政纲，服
务居民、服务澳门、服务国家。

贺一诚表示，他将坦诚地面对
澳门历史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挑
战，紧紧围绕和把握澳门在新时代
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发展优势和发展
机遇，与全澳居民和衷共济、奋发进
取，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将依法加
快推进澳门特区政府治理体系的优
化工作和提升公共治理水平的建
设，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大
力增进民生福祉，加大人才培养和
关注青年工作，打造多元文化交流
基地，稳固成功态势、稳续和谐大
局，开创澳门发展新局面。

贺一诚 1957年 6月生于澳门，
曾任澳门特区行政会委员、澳门中
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2013年10月，
他当选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2017
年 10月连任。他曾担任第九至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25日发
布消息称，自今年10月8日起，新发放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
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定
价基准加点形成。这一变化主要针对新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存量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仍按原合同执行。

央行官网发布公告表示，定价基准转
换后，全国范围内新发放首套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按8月20
日5年期以上LPR计算为4.85%）；二套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
加60个基点（按8月20日5年期以上LPR

计算为5.45%），与当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
实际最低利率水平基本相当。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政策暂不调整。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调整是为
了落实好“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和房地产市场长效管理机制，确保
定价基准平稳有序转换，维护借贷双方合
法权益。与改革前相比，居民家庭申请个人
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基本不受影响。

公告表示，人民银行省一级分支机
构应按照“因城施策”原则，在国家统一
的信贷政策基础上，根据当地房地产市
场形势变化，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银行
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加点下限合理确定每
笔贷款的具体加点数值。

据了解，借款人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时，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约定利
率重定价周期。重定价周期最短为1年，最
长为合同期限。每次利率重新定价时，定价
基准调整为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LPR。

该负责人表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是贷款利率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完
善 LPR形成机制过程中，个人住房贷款
定价基准也需从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
LPR，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鑫）23日
上午，由市委网信办主办的《五岁

“小布哥”》新书首发座谈会在市
委宣传部举行，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硕士
生导师朱颖、中山大学传播与设
计学院副教授何凌南、电子科技
大学中山学院教授罗永雄等专家
学者，以及 24 个镇区宣传办工作
人员出席座谈会。

■上线五年，“小布哥”成
绩斐然

“小布哥”即“中山发布”微信公
众号，是由市委网信办主办，市委、
市政府对外发布信息的新媒体平
台。近年来围绕中心工作，创新符合
互联网特质的传播方式，在传递党
政权威声音、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树
立良好城市形象、引导网上舆论走
向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

“中山发布”自2014年上线以来
粉丝已达106万，影响力稳居全国地
级市政务新媒体前列，受到人民网、
新华网、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主流
媒体多次报道，先后获得各种奖项
多达56项。

《五岁“小布哥”》主要对“中山发
布”过去五年的发展历程和所获成绩
做了梳理，并对“中山发布”众多精彩
案例进行分析，图文并茂地展现了

“中山发布”是如何化身“小布哥”,
如何成为粉丝的贴心好朋友的。

此外，书中还对政务微信公众
号日常如何运营，面对突发危机事

件如何处理，如何以活泼、亲民的形
象助力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方面做了
经验介绍，为广大政务新媒体提供
参考指南，为关注新媒体与大数据、
社会转型、政府治理改革等问题的
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专家学者为“小布哥”发
展出谋划策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一方面对
小布哥现阶段取得的成绩表示肯
定，另一方面也对“小布哥”未来的
发展给出了建议。

朱颖认为，“中山发布”在未来
的发展中要继续保持原有的优势，
并不断提高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增
强“粘性”。加强对本地居民的服务，
正确引导舆论，在内容上多鼓励创
新和原创，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传递
信息。

何凌南提出，“中山发布”未来
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要利
用好大数据做好受众分析，做好内
容表达。此外，未来新技术将层出不
穷，面对挑战，“中山发布”要提前做
好人才队伍的收集与储备，不断向
同行学习，提前布局，适应新技术发
展。

罗永雄也提出建议，一是要有
策划意识，提前做一些选题的前期
筹备，令人眼前一亮；二是做好数据
资料的储备，如提前将一些历史图
片、文件资料储备好，在需要的时候
能迅速调出；三是做好每一次总结，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

贺一诚高票当选澳门特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五岁“小布哥”出书了
“中山发布”已有粉丝106万，在新书首发座

谈会上，专家学者充分肯定其成绩并提出建议

南沙港铁路跨洪奇沥
特大桥钢桁梁合龙

为目前国内最大
跨度钢桁梁柔性拱桥，
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8月23日，《五岁“小布哥”》新书首发座谈会举行。 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8月25日，南沙港铁路跨洪奇沥特大桥钢桁梁合龙。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将“换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