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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绚烂起于一颗种子的苏
醒。书写绿色发展理念的道路上，南
太湖之滨的浙江湖州——这颗已经
破土的种子格外生机勃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首次提出
了这一关系文明兴衰、人民福祉的发
展理念，绿色由此成了这座江南古城
发展图景的主色调。

绿色之于湖州，是爱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的切实行动；是产业转型、
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招引英
才，赢得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

10余载光阴流转，湖州各地始终
坚定不移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以超前的意识和果敢的
行动，筚路蓝缕，奋发作为，绿了山川，
清了湖水，富了百姓。

绿色安居
“人生只合住湖州”

初春时节，天气清冷。这是位于
湖州安吉县山区高家堂村的一个普
通早晨，宁静的山村人家正在准备开
门迎客。

走进一家叫“亚萍民宿”的小
屋，女主人方生琴热情地告诉记者，
环境整治好搞起旅游后，高家堂村
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800多人口
的村子在旅游旺季每天有四五千
人的游客接待量。

老两口每年经营民宿收入能达
8万多元，加上打零工和每月1500
元的失地保险，方生琴很满意现在的
收入与生活。

“青清家园，净静村庄。”这是高
家堂村的旅游口号。从2003年建设
仙龙湖开始，这里的乡村旅游就越做
越红火。“现在有企业投资11亿元在
这里建滑雪场，以后夏半年漂流、冬
半年滑雪，高家堂村旅游就没有淡季
了。”村委会主任潘小众说。

在湖州长兴县水口乡，经营农
家乐成了当地农民的主业。不少游
客说着一口外地话，有的一住就是
小半年。记者采访的水口乡顾渚
村，从事农家乐经营的农户超过
80%，户均年收益接近30万元。

湖州全域，像高家堂、顾渚这样
人气兴旺、充满活力的村庄多达百余

个。2017年，湖州市乡村旅游总收
入达82.3亿元，同比增长28.1%。

“5年前我刚来长兴工作，同学
笑话我；现在我把家安在这里，同学
都羡慕我。”浙江大学博士王秋艳说，

“春天桃花节、夏天摘果蔬、9月太湖
开捕、12月湖羊节，住在这里幸福指
数太高了！”

当年的造纸厂成了婚庆策划工
作室，大排档成了影视拍摄基地，渔
船码头成了康养中心……一度芦苇
丛生尽显荒凉的南太湖沿线，现在
是文创、婚庆、健康产业的集聚区。

水清景美人自来。700多年前，
诗人戴表元曾感叹：“行遍江南清丽
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旧时盛景之
赞也是今日湖州的真实写照。

绿色转型
西塞山前重现白鹭飞

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说，湖州今
天唤回的绿水青山背后，是长达15
年观念与观念的博弈，这是一个艰难
痛苦、自我革命的过程。

本世纪初，湖州同样面临传统
发展模式带来的阵痛：印染、矿石
开采等传统产业高污染、高耗能，
太湖流域水污染严重；毛竹等自然
资源大肆砍伐、利用效率低下；农
村的人居环境脏乱差……

石料开采是湖州部分农村的传
统支柱产业，曾有“上海一栋楼，湖州
一座山”的说法。

吴兴区妙西镇当年就是一个靠矿
致富的乡镇。2005年前后该镇大大
小小的矿山达 22 座，年产量多达
1800万吨，石矿利税占镇财政收入的
90%，村民收入的30%也依赖开矿。

这里就是张志和《渔歌子》描绘
的“西塞山前”。在碎石乱飞、污水横
流的采矿作业环境下，“白鹭翻飞、鳜
鱼肥美”的景象渐渐消失了。

温室养殖甲鱼则是吴兴区东林
镇一项有30多年传统的富民产业，
将近 70%的农户从事温室甲鱼养
殖，一个甲鱼大棚能给百姓带来10
万元的年收入。

但这是一个高污染行业：为了维
持温度，甲鱼棚内需要长期生火加
温，一到秋冬，东林镇时常成了乌烟
瘴气的“雾都”；长期投放饲料和药物

则让太湖周边的小微水体成了恶臭
的劣五类“三色水”。

取舍、抉择，每一项挑战固化习
俗、既得利益的变革，都是痛苦的过
程。但转型不能畏葸不前！

2005年 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到安吉县余村考察，得知
村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
做法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余村
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重要理念。

习近平当时还说，不要以环境
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经
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生态立县
或许会牺牲掉一些经济增长速度，
但仍要舍去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
高能耗产业。

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
全质。

面对几十年的富民产业，东林
镇党委书记何锋锋说，关停等于砸
了百姓的“金饭碗”，村民能不和我
们急吗？

除了耐心沟通，落实补偿，引
进企业，安置就业，为了尽早拆除
2700个高污染大棚，镇干部还带头
走南闯北帮养殖户推销塘中已放
养甲鱼，何锋锋一人就帮农民卖掉
2000多吨。

一番刮骨断腕，唤回绿水青山。
经过10余年努力，如今的西塞山，又
重新出现了白鹭的翩翩身影，已吸引
各地游客达150万人次。

绿色产业也在妙西镇落地生
根。在一处矿山原址，新建的700多
亩光伏发电设施去年应税销售收入
就达2200余万元。

2003年，浙江省的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开始实施，寻找失落的家
园也在湖州全面展开。在此基础上，
2008年“美丽乡村”建设又在湖州率
先破题：县域成了美丽景区，村庄建
成特色景点。截至2017年，湖州共
有市级美丽乡村622个。

绿色振兴
把盎然生机变成百姓生计

“没有城里人光顾何来乡村振
兴？没有产业支撑生态优势也成不
了经济优势。”安吉县鲁家村党支部
书记朱仁斌深谙此道。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
展“家庭农场”，朱仁斌决定带着村民

“抢头口水”。通过“公司+村+家庭
农场”的模式，鲁家村先后引进了18
个各不相同的农场，村里还铺上了一
条4.5公里长的窄轨铁路，用旅游小
火车把农场观光点“串”了起来。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鲁家村
在几年间创造了“小村经济奇迹”：村
集体资产从不足30万元增至1.4亿
元；通过村集体入股旅游开发，每户
一股的价值从2014年的375元，飞涨
到2017年底的19800元。

在距离上海200多公里的湖州德
清莫干山，“相中”这片绿水青山巨大
潜在价值的不仅有“老乡”“老板”，还
有不少“老外”。

“追求优质的生态环境是超越
国家和民族的共识。”南非人高天成
说，10年来，他陆续投资超过 7亿
元，在山沟沟里建高级民宿，很多朋
友说他“疯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生态投资回报
颇丰。高天成说，他的“裸心”系列房
间平均每个床位每年能上缴税款约
10万元。

“我可是德清县旅游业第一纳税
大户哦！”高天成用流利的汉语说。

目前已有 10多个国家的外国
人到德清莫干山开起了“洋家乐”，
莫干山下农民的土坯旧房也成了

“香饽饽”，或转包或自营，一些村里
的阿婆也学起英语招待客人。

莫干山镇镇长曹娅芬说，通过生
机勃勃的民宿产业，当地劳岭村村民
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32000元，超过
浙江省的平均水平。

靠山吃山不断被赋予新内涵。
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介绍，安

吉以全国1.8%的竹资源，形成了占
全国20%的竹制品市场、年产值超
百亿元的竹产业，农民收入的将近
一半来自于此。

既无高校人才优势、也无产业
基础的德清县，4年时间“无中生有”
崛起一个“地理信息小镇”，吸纳了
包括中海达、国遥在内的160余家
业内重点企业，业务涉及卫星发射
等高科技领域，并有10位两院院士
在这里工作。2017年，该“小镇”产
值超过60亿元，税收4.68亿元，连
续4年实现税收翻番。

绿色守卫
以一流创新人才守护最美家园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组建生
态环境部、制定蓝天保卫战三年计
划……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坚定
不移、蹄疾步稳。

集纳一批生态环保领域的高端
人才成为“护绿使者”，又是湖州的先
行创举。

让道路“吃”尾气，这是斯康博士
的创想。2014年，他创办的云界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安吉。

通过均匀喷洒，斯康团队的产品
对氮氧化合物、硫化物等汽车尾气降
解效率已达10%至20%，有效处理时
间长达1年。

“国千”人才李光辉博士致力于
水污染处理。他的团队2007年起扎
根湖州，已申请36项国家发明专利，
填补了国内低含油污水深度处理领
域的技术与产品空白。

同样是固废处理，“国千”人才车
磊博士实现了变废为宝。他研发的
厨余垃圾处理终端设备，一天能“消
化”300公斤左右的厨余垃圾，并产
出60至90公斤的天然有机肥。

留学回国后，山东汉子车磊带着
创业梦想来到湖州创立公司。2013
年，由他牵头首创的“畜禽废弃物热
解炭化处理技术”入编原农业部主编
行业导则，处理后的产物可以直接用
做土壤改良剂。

如何让传统产业“绿”起来，铅蓄
电池界的龙头企业天能集团借助的
也是人才。7名院士、4名“国千”专
家、30余名教授顾问、50余名硕博士
研发团队……天能的“外脑”让企业
2009年率先进军蓄电池循环回收
利用产业，如今天能循环产业园，一
年回收处理废铅酸蓄电池可达40
万吨，回收利用率达99%。

据介绍，2009年至今，湖州自己
培育入选“国千”专家51名，院士专家
工作站70余个，“国千”专家数量位列
浙江省第三位，仅次于杭州、宁波。

“用一流的生态环境吸引一流的
人才，以一流的人才保护一流的生态
环境，始终把绿色这个湖州的最大优
势发挥好，坚定不移。”马晓晖说。

（据新华社杭州4月19日电）

绿色的生机，百姓的生计
——模范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湖州之路

新华社北京4月 19日电 4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致电古共中央第一书
记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新任国务
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祝贺古巴第九届全国

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古是
真诚互信、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
朋友、好伙伴。两国人民在长期艰
苦卓绝的奋斗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为中古关 系发展提供了 强 大动
力。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
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古两国都走上
了发展进步新征程。中方愿同古
方继续携手并进。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古

关系发展，愿同劳尔·卡斯特罗第一
书记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古关系
继续向前发展。我愿同迪亚斯－卡
内尔主席一道努力，不断拓展两国
合作广度和深度，努力创造属于新
时代的中古友谊光辉业绩。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
致电祝贺迪亚斯－卡内尔主席，
表示中方愿同古方共同努力，继
往开来，不断丰富两国互利合作
内涵和成果，推动中古关系行稳
致远。

习近平向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
和古巴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1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首相女士今年年初
访华时，我们就深入推进中英关系“黄
金时代”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进一
步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务实性、全
球性、包容性，共同引领中英关系不断
前行。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加强宏观政
策沟通和协调，保持高层交往和机制性
交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合
作，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提质加速提
供更多机遇。希望英方为双边关系发
展贡献更多正能量。中英同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应该继续深化
国际合作，为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特雷莎·梅表示，很高兴在我年初
访华时英中双方再次确认深化两国关
系“黄金时代”。英方高度评价习近平
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
式上宣布的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
措，欢迎中方将开通“沪伦通”，英方愿
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和各领域交往，
扩展各领域合作，继续探讨“一带一路”
建设，积极推进两国关系“黄金时代”。

两国领导人还就叙利亚局势和国
际贸易问题等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
调，中方高度关注叙利亚局势发展，我
们历来不赞成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
武力，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
土完整，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规则行
事。当前，要尽快使局势降温，避免冲
突激化、扩大化。对叙利亚疑似化武
袭击问题要进行全面、公正、客观调

查，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可靠结论，
并努力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尽快
取得进展。中方愿同国际社会有关各
方一道，为推动叙利亚问题妥善解决
继续作出努力。

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都是经济全
球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中方愿同包
括英方在内的各方一道，继续秉持支持
自由贸易的正确立场，积极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特雷莎·梅表示，英方同中方一
样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英
方愿同中方就相关国际和地区问题
保持沟通。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1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土战略合

作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
极成果。双方要深挖潜力，推动中土
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持续发
展。要保持高层交往，加深战略互
信。要照顾彼此核心关切，为双边合
作奠定更加坚实的政治基础。要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提升中土务实合作整
体水平，做好“一带一路”和“中间走
廊”倡议的对接。要丰富人文交流，扩
大中土友好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土耳其在有关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特殊影响和
作用。中土两国要继续在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框架内就重大
问题密切沟通与协调，为推动建设新
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

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高度评价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公平正义、尊
重文明多样性、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认为中国发展繁荣是全球稳定的
基石。土耳其愿同中国密切各层级交
往，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推进经贸、能源、基础设施、旅游等
领域合作。土耳其坚定反对“东突”等
恐怖主义势力，决不允许这些势力破
坏包括土中在内各国社会稳定。

两国元首还就当前叙利亚局势交
换了看法。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叙利
亚问题上原则立场，强调有关各方应
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事，遵循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

埃尔多安表示，土方高度重视中方
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上的重要影响，
愿同中方就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协调。

习近平应约分别同英国首相和土耳其总统通电话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据新华社合肥4月19日电 李慰农，原名李
尔珍，1895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一
个贫苦农家。他自幼聪颖勤学，高小毕业后攻读
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书籍，目睹父老乡
亲疾苦，形成了朴素的“农业救国”思想，立志振
兴农业、拯救农民。

1912年，他考取安徽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
业学校。赴校前夕，特更名为“慰农”，寓意要以
实际行动慰藉苦难的农民大众。五四运动时
期，李慰农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推动
了爱国运动的发展。

5月29日，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制造
了“青岛惨案”。第二天，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李
慰农组织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后援会”，发动
工人积极分子在青岛、济南等地揭露和控诉日本
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发动募捐，慰问罢工
的阶级弟兄。7月26日，李慰农在去小鲍岛召开
秘密会议时被反动军警逮捕。敌人逼他说出在青
岛的“同党”，李慰农坦然地说：“青岛的工人全是
我的同党！”29日，李慰农在青岛团岛海滨的沙滩
上被反动军警秘密杀害，时年30岁。

“在家乡的时候，他的志向是让本地农民过上
好日子。外出读书、尤其是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的
志向变成了让全中国的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巢湖
市庙岗乡党委原副书记王淦说，李慰农的一生都
在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学习、奋斗、革命！

李慰农是在青岛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位共产
党人，青岛人民没有忘记他。1989年6月，青岛
团市委在青岛建立了李慰农烈士雕像。如今，李
慰农公园已经升级建设成具有鲜明主题特色的
党建文化公园。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李慰农：报国一生为工农

李慰农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团校改革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强调，中央团校工
作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党的
青年群众工作教育培养干部骨干的重要使命。

《方案》从培训内容、师资队伍、教学组织管理
和办学体制机制等4个方面提出了中央团校改革
的主要内容。一是要突出政治培训的主要任务，
强化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党
章党规党纪教育，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中心内容，引导学员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二是要建设政治强、
业务精、作风好的师资队伍，突出政治标准、严格
业务标准、强化作风标准，形成专兼职结合、结构
合理的师资队伍，建立与教育培训主业相契合的
激励约束机制。三是要从严抓好教学组织管理，
严格选配领导班子，规范设置培训班次，严肃校风
学风，把团校打造成团干部改进作风的净化器。四
是要创新中央团校办学体制机制，聚合各方面资源
和力量开放办团校，保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牌子并
发挥其在师资涵养、学科建设、学理支撑、国际交流
等方面作用，推进青年学等群团工作学科创建，积
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方案》要求，团中央成立中央团校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中央团校改革，到2020年年
底基本实现改革目标。

中办国办印发
《中央团校改革方案》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赵博）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19日就空军战机“绕岛巡航”应询
表示，“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
实威胁，两岸同胞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我们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言行，任
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
败。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

有记者问，空军近日连续组织多型多架战机
“绕岛巡航”，并且还将继续组织战机“绕岛巡航”，
检验实战能力。舆论认为，这是大陆在台湾海峡
18日军演之外，对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台独”言论以及岛内“台独”分裂活动进一步发出
警告，请发言人予以说明。马晓光在答问时做上
述表示。

国台办：

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