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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这里曾是大国崛起之地。

2000 多年前，西汉踏匈奴，收河西，列四

郡，据两关。从此，丝绸之路贯通西东，人类

历史翻开崭新一页。

“陇右熟，天下足。”《史记》中这句俗谚，

说的就是甘肃。

然而受气候、历史等因素影响，甘肃生态

环境十分脆弱，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

的省份之一。生态和扶贫，成了摆在甘肃面

前的两大底线任务。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

沿河西走廊自西向东行程 1000 多公里，先后

来到敦煌、嘉峪关、张掖、武威、兰州考察调

研。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他看

山水、看民生、看文化，意义深远。

2600 万陇原儿女深受鼓舞。一年来，全

省上下凝心聚力，深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地生根。

千年古道，驼铃依旧，换了人间。

保护生态，甘肃具有
“源头责任”

高山、盆地、平川、湿地、沙漠、戈壁……

这片广袤的疆土上，地形地貌多样，构筑了祖

国西北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

九曲黄河万里沙。尤其作为母亲河上游

省份，重要的地理位置，突出的生态功能，赋

予了甘肃不可推卸的“源头责任”。

保护生态，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需要。于甘

肃，这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去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丹马

场、八步沙林场、黄河兰铁泵站，对甘肃生态

保护工作给予肯定的同时，要求继续向前推

进，特别强调“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让

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这一年，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稳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工作正式启动。

这一年，甘肃全省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

3.59，14 个市州所在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

天数比率为 93.1%。

这一年，张掖市荣获国家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称号，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被

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一个“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甘

肃，徐徐呈现在世界面前。更有科技加持，节

能环保、清洁生产、循环农业等十大生态产业

发展多点突破。

8 月是北方最好的季节。行走在陇原大

地，满眼皆苍翠，瓜果送香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在这里得到了生动诠释。

脱贫攻坚，陇原发起
最后冲刺

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脱贫攻坚从来都是甘肃的“一号工程”。

千里陇原，曾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的酸楚。习近平总书记牵挂这里的脱贫

任务。

2013 年春节前夕，他冒着严寒专程到定

西、临夏等地看望困难群众。2019 年全国两

会，他又亲临甘肃代表团参加审议，就进一步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出明确要求。去年甘

肃之行，脱贫攻坚仍是他关注的重点。

“接下来要确保乡亲们稳定脱贫，扶贫政

策和扶贫队伍要保留一段时间，从发展产业、

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想办法、找出路，让易地

搬迁的群众留得住、能就业、有收入，日子越

过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犹在耳畔。

去年以来，甘肃以“攻克最后的贫困堡

垒”为鲜明导向，全力以赴冲刺清零。

产业兴起来，贫困降下来。

2019年，全省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2.2%，脱

贫攻坚重点领域主要指标基本实现清零，“两

不愁三保障”任务基本完成。“十三五”期间规

划搬迁的 49.9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实

现搬迁入住。

贫困降下来，小康走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古浪县黄花滩移民

区富民新村，累计建成日光温室 422 座，每棚

年收入 1.6 万元；建成养殖暖棚 1812 座，年收

入 1500万元；同时引进云朵玫瑰集团，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10家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

目前，甘肃省还有 8个贫困县未摘帽、395

个贫困村未出列。全省上下正以更大决心和

更强力度，发起最后冲刺。

民生福祉，促进民族
文化传承

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随之而来的，

便是民生福祉节节提升，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每天清晨，在嘉峪关市东湖公园，都能看

到市民畅享运动带来的快乐。

近几年，这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民健康的重要指示精神，目前每万人拥

有体育场地 24.8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18 平方米，高于国家“十三五”全民规划实

现目标 1.8平方米标准，“10分钟健身圈”初步

建成。

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嘉峪关市是甘肃大力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的缩影。数据显示，全省民生支出占到了财

政总支出的 80.5%。

另外，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3%，金

昌市被列为中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地

区，10 个地方和单位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单位），兰州、天水等 5 市开展

的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经验在全

国推广……

民生福祉催开幸福花。发自人们内心的

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悄然提升。

走进庆阳市西峰区的香包博物馆，具有

浓郁民族特色的小小香包，吸引了游人目光，

更赢得了世界青睐。非遗传承人刘兰芳，早

在 2014 年就受文化部之邀，将庆阳香包带到

了美国、加拿大等国。

而今，她和丈夫张仁民正在将这里打造

成为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非遗示范基地。改

造后的传统民居，既保留了乡村田园风貌，又

充满现代文创思维。

“我们想留住乡村的根，更想留住民族

的魂。”秋日午后，刘兰芳的话给人温暖的

力量。

最是陇原好光景 扬帆奋进正当时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一周年之际

王迎霞

6 月 30 日 11 时，随着 22201 次货运列

车清脆的鸣笛声响起，开往青海省茫崖市

的首列列车从格尔木火车站缓缓驶出，被

誉为“大漠新丝路”的格（尔木）库（尔勒）铁

路青海段正式通车运营。

“通车了，终于通车了！”

穿越茫茫戈壁，在绵延沙漠中逶迤前

行，望着眼前呼啸疾驰的钢铁巨龙，中铁第

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格库铁路总设

计师冯德泉喜极而泣。从2010年前期研究

开始，整整10年，铁一院上千名技术人员付

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工建设 6年间，倾注了

18个参建单位 15000余名参建人员心血的

钢铁巨龙，让一个个“不可能”化为“可能”。

此刻，它满载着数以万计各族人民的

新希望，缓缓驶向无尽的民生福祉。

量体裁衣 克服“防
腐”关键难题

在青藏高原建铁路，从来不是易事。

沙尘肆虐、风蚀严重、沙害频发……无

论是格库铁路的设计施工难度，还是参建

人员面临的缺氧环境，皆是挑战。

全线总长 1213.758 公里的格库铁路，

自青海省格尔木市向西，经乌图美仁、甘

森、花土沟，再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兰、

若羌、尉犁，抵达库尔勒，是我国西部重要

的铁路网干线，线路穿越柴达木、塔里木两

大盆地和阿尔金山山脉，是我国第一条穿

越阿尔金山和塔里木盆地腹地的铁路，也

是我国一次建设高差最大的铁路之一。

“格库铁路所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面

临着风沙危害严重、地形高差大、生态环境

脆弱等‘三大建设难题’，且沿线多为无人

区。”2014 年，格库铁路（青海段）项目全面

开工建设后，格库铁路所经地区恶劣的自

然条件，成为承担“总设计”角色的铁一院

面对的首个挑战。

冯德泉近日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在

勘察设计过程中，专家对沿线风沙灾害严

重的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绕避，对无法绕避

的段落，根据风沙危害等级，有针对性地设

置了防沙明洞、疏沙桥梁等工程方案。

冯德泉说，格库铁路沿线线路最大高

差超过 2500 米，在设计中采用了“灯泡线”

集中展线的方式，在穿越阿尔金山的越岭

段采用 16‰大坡度，列车采用双机头牵引

的方式，减少桥梁和隧道工程的设置，大大

节约了工程投资。

中铁十七局集团承建的格库铁路（青

海段）全线第一长桥——那陵格勒河 1 号

特大桥，全长 5376.18 米，桥梁孔跨布置为

164孔 32米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梁。

由于位于有酸性侵蚀性地表水和有氯

盐侵蚀性地下水的重度腐蚀区，“防腐”是

那陵格勒河 1号特大桥工程中的关键。

中铁十七局集团格库铁路项目总工程

师聂茂山带领团队，从设计到施工，克服了

桥梁“防侵蚀难题”，对钻孔桩、承台、墩身

采取了“量体裁衣”的防腐措施。

但施工难题不止于此。“那陵格勒河1号

特大桥跨越那陵格勒冰川河。每年6月至10

月为洪水期，泥沙夹杂昆仑山上融化的雪水，

桥址地质复杂多变。”中铁十七局集团格库项

目指挥长张立玉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为此，建设者们在桥梁墩身下部采用

耐候钢板包裹技术，以新材料和工艺进行

墩身养护，为戈壁重腐蚀、泥沙重冲刷区的

桥梁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防沙固沙 工程建设
与环境保护兼顾

格库铁路沿线属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

候区，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21.3—54.1 毫米，

而 年 平 均 蒸 发 量 却 高 达 2033—2900 毫

米。如何在设计中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保

护沿线脆弱的生态环境？

通过草方格固沙及合理设置取土渣场

等方式，铁一院在地下水位线较高、自然条

件较好的地方，种植部分耐旱植物，降低风

沙对铁路工程的影响，实现工程与自然和

谐统一。

每年 4 个月沙尘肆虐，最大风速可达

39 米/秒，在那陵格勒河 1 号特大桥所在

地，若不采取有效的固沙手段，轨道随时有

被风沙掩埋的可能。

“我们因地制宜采取防沙固沙手段，通

过高立式沙障、冲孔网板、芦苇方格、点阵

扰流网方格、固化垄方格等阻、固沙措施，

从根本上防止轨道被风沙掩埋，填补了国

内风沙防护研究的空白。”铁一院地路院路

基一所所长、格库铁路路基专册杨西锋说。

格库铁路中间需翻越阿尔金山天然屏

障，线路不可避免地穿越新疆罗布泊野骆驼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环境十分敏感。

冯德泉表示，环保设计人员通过多次

调查保护区功能特点及野骆驼、鹅喉羚、岩

羊等主要保护对象的数量、分布和生活习

性，提出 5个线路方案进行比选和评价，采

取局部线路优化调整远离动物饮水点、施

工期泉眼保护、设置野生动物通道、优化拌

合站、施工营地临时工程等一系列措施，在

保护区内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

重点保护对象全方位监测并进行生态补

偿，找到了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最佳平

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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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

自 7 月 23 日以来，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已正式施行一个多月。

2020 年 版 外 商 投 资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出

台的背景是什么？有哪些主要开放措施？

制 定 该 负 面 清 单 的 主 要 考 虑 有 哪 些 ？ 国

家 发 改 委 有 关 负 责 人 对 相 关 问 题 进 行 了

解读。

连续三年修订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
“2019 年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

条例，在法律法规层面正式确立了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统一列出禁止或限制投资的领域，

负面清单之外给予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谈及

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的背

景，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我国在 2017 年—2019 年连续 3

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由 93 项、122 项减至 40

项、37 项，在金融、汽车等行业领域推出了一

系列重大开放举措。

2017 年—2019 年，在全球跨国投资连续

下滑的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分别达 1363 亿

美元、1383 亿美元、1412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

二位。

“制定 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总的方向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的全面开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主要

考虑包括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推进制度型开

放，负面清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发挥自贸

试验区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在扩大开放的

同时维护国家安全。

与去年相比，新版负
面清单又缩减
“与 2019年版相比，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提高了服务业、制造

业、农业开放水平。”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其中，全国负面清单由 40

条减至 33 条，压减比例 17.5%，还有 2 条部分

开放；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由 37 条减至 30

条，压减比例 18.9%，还有 1条部分开放。

一方面，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进

程。例如，在交通运输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

资空中交通管制的规定，同时调整了民用机

场条目的规定。另一方面，放宽制造业、农业

准入。其中，在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

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

产冶炼、加工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

此外，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开放试

点。在全国开放措施基础上，自贸试验区继

续先行先试。例如，在医药领域，取消禁止外

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

二季度以来，我国利
用外资形势回稳
“经过疫情的考验，各国的投资者会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

步不会放缓，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中

国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

方向不会变。”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介绍，今

年二季度以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成果进一

步巩固，复工复产达产全面推进，我国利用外

资形势明显回稳。

“上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 679.3 亿美

元，同比下降 4%，其中，二季度增长 5.1%，增

速比一季度回升 17.9个百分点。”袁达说。

袁达还介绍，中国欧盟商会今年 6月发布

的报告显示，65%的企业将中国作为最重要或

前三大投资目的地，48%的企业对在华收入增

长持乐观态度，均较上年上升 3个百分点。

“负面清单”持续做减法 提振外商投资信心

落实“六稳”“六保”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刘园园

近日，全国首台“不文明游园行
为管理机器人”在北京植物园上岗。
它可以在主要游览路线等区域巡逻，
辅助公园管理人员监督吸烟等不文
明行为。今后，智能机器人还将增加
对攀折花木、采摘果实等不文明游园
行为的识别功能，进行公园景观云直
播、人脸识别技术等功能的开发与利
用，提升公园管理水平。

图为智能机器人吸引了游客
关注。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智能机器人监控

不文明游园行为

（上接第一版）

生态整治 农家乐变
民宿收入翻番

身着麻质淡色长裙，缙云村“清欢渡·邀

月”民宿的老板孙德红坐在茶室中，微笑着和

客人一起品茶、聊天。她还被游客们亲切地

称为“渡娘”。

“这可是我以前不敢想的。”孙德红说。

1999 年，她和丈夫把自家位于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住房改造成了农家乐，

一天 100 元包吃包住，她每天需要在路边揽

客、做饭，和周边村民开的农家乐竞争。走量

的生意很辛苦，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还违规搭

建了一层，增加到了 50个房间，一年下来收入

也就十几万元，而且因为档次低、环境差，生

意越来越不好做。

2018 年综合整治开始，政府引导他们转

变思想，并组织去江浙一带学习民宿打造，终

于一家人下定决心，拿出多年积蓄，加上贷

款，投入 400万元打造了现在的精品民宿。虽

然现在只有 13 间客房，但客房均价达到 600

多元/晚，2019年收入超 100万元。孙德红说，

现在她是真正从这绿水青山中，获得了金山

银山的回报。

在综合整治中，北碚区拆除各类建构筑

物 53.2 万平方米，关停了不符合经营条件的

农家乐 150余家，剩余的经营场所都像清欢渡

一样，经历了拆违、整治等“阵痛”，进行了提

档升级。随着生态品质的不断提升，游客增

多，效益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今年 5月，仅

缙云山景区接待游客便达 36994人次，同比增

长 47.59%。

目前，北碚区结合综合整治，正围绕缙云

山的绿水青山，规划发展更高层次、更大效益

的生态文化旅游、康养经济。这座曾承载着

诗人无限惆怅的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路上，变为真正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生态整治“巴山”变“金山”

（上接第一版）后来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福

气，便取了谐音万福山村。

可半辈子过去了，汪显平感受到的只

有贫穷。直到脱贫攻坚战打响时，这里的

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 50.7%，成为老县镇

两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同样来自万福村、搬进锦屏社区的还

有张运弟。由于家人患病，最窘迫时，张运

弟连给孩子看病的 10 元钱都拿不出来。

2017 年 2 月，张运弟作为贫困户享受到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政 策 ，住 上 了 100 平 方 米 新

房。不久后他进入楼下的毛绒玩具加工厂

上班，每月工资 2000元左右。

社区+工厂，这正是安康市探索的“移

民搬迁进社区、土地流转建园区、农民就地

变工人”的扶贫搬迁模式。尤其是抢抓东

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腾笼换鸟”的有利时

机，在集中安置社区兴办新社区工厂，走出

了一条农民就业、工厂发展、社区繁荣、社

会稳定的良性发展之路。

据统计，安康市目前已建成新社区工

厂 587家，吸纳就业 21307人，实现了“一人

进厂、全家脱贫”的目标。“脱贫不是终点，

是新生活的起点，我们要更加努力去为我

们的新生活奋斗！”张运弟对未来更美好的

生活充满期待。

“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作为一名搬迁而来的居民，大三在读

学生、“00”后徐艳在石泉县西苑社区找到

了自己的梦想。

徐艳是西苑社区儿童成长家园的志

愿老师，暑假期间负责指导孩子们的英

语。西苑社区是石泉县池河镇移民搬迁

安置示范小区，已安置居民入住 1215 户、

3813 人，其中异地搬迁扶贫对象 181 户、

473 人。

基层治理是移民搬迁的后半篇文章，

也是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组成部

分。西苑社区早在 2015 年就建立和完善

了各种服务队伍，老人的日间照料站、物业

管理、矛盾调处等服务队一应俱全，儿童成

长中心也是其中之一。

“家里的大人在社区工厂上班，或者出

外打工，最放心不下的肯定是孩子。”西苑

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陆龙俊说。

与记者交谈时，徐艳正在辅导 9 岁半

的王炎东学习英语。“以前对前途比较迷

茫，回来当了志愿者之后，慢慢发现自己对

教学、当老师非常热爱，我找到了努力的方

向，今年已经开始准备考教师资格证了。”

徐艳说。

2019 年，石泉县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位

居全省、全市综合评价“好”的序列，顺利实

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正是搬迁社区后

续扶持发展的关键。石泉实现了乡风文

明、基层治理有效，提升了搬迁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三宜”石泉建设创

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