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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耳智能大棚、渗水地膜、大美科技特派

员、无人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340 马力

智能 CVT（无级变速）拖拉机……在北京展览

馆举行的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农业

农村展区，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

“十三五”时期，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取得

一系列成果。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的农业农村展区，以“推进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展示了 137

个展项、124 个展品（实物和模型）和 13 个视

频，是“十三五”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成就的一

个缩影。

“小木耳，大产业”

“哇！原来木耳是这么生长的！可以摘

下来吗？”看着陕西柞水木耳智能大棚里的木

耳，参观的小朋友连连赞叹。现代化的菌包

棒，一个个穿起来如连起来的小沙袋，待木耳

长大盛开，个个便花团锦簇、精神抖擞、整装

待发。

“2017 年以来，在科技部的帮扶支持下，

柞水县把木耳作为脱贫攻坚主导产业，建立

了李玉院士工作站、木耳菌种繁育基地、木耳

技术研发中心等，为木耳产业提供了全链条

科技支撑。”陕西省科学院陕西省微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李峻志在现场讲解中告诉观众。

味鲜、个大、肉厚……黑木耳、玉木耳在

柞水喜获丰收，在当地百姓脱贫致富中发挥

了硬核作用。“柞水县带动 30 个示范基地和

300 个专业合作社，实现木耳年产值近 3 亿

元，将全县 60%的贫困户吸纳在产业链上。”

李峻志说。

渗水地膜让农民不再
靠天吃饭
“这种渗水地膜旱作技术，在陕北、宁夏南

部、山西中部和北部等地累计推广超过 500万

亩，高粱、谷子等亩增产 70%以上，累计增产粮

食5亿亩……”在农业农村展区现场，随着该技

术的发明者、山西农业大学研究员姚建民的讲

解，观众的目光被一种渗水地膜所吸引。

“渗水地膜，包括 PE（聚乙烯）渗水地膜

和生物降解渗水地膜两种，后者除了具有良

好的渗水、保墒、促产功能外，还具有全生物

降解功能。该技术有效解决了我国西北地区

谷子、豆类、高粱等杂粮杂豆生产中，土壤干

旱导致的出苗不整齐、病虫草害严重导致的

产量水平低且稳定性差等问题，改变了农民

靠天吃饭的境况。”姚建民说。

2021年，姚建民担任了科技部组建的“渗

水地膜旱作技术试点示范”科技特派团团长，

在河北、山西、内蒙古、陕甘宁、新疆和新疆建

设兵团等 9省区，成功地组织开展了万亩生物

降解渗水地膜试点示范。

展现大美科技特派员之“美”

“您好！这是我们科技特派员的视频，这

是我们编的口袋书，请过来看看！”在农业农村

展区，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科技特派员苏

海兰乐此不疲地介绍着科技特派员制度。

现场视频播放着科技部举办的 2021年度

“大美科技特派员”微视频征集活动获得一等

奖的 5部作品。

动员全国科技力量，科技部组织 28.98 万

名科技特派员奔赴脱贫攻坚一线。“广大科技

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把创新动能

扩散到田间地头，实现了对全国 10 万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全覆盖。全

国科技特派员领办创办的企业有 1.5万家，每

年转化示范的先进适用技术有 3 万多项。”苏

海兰说。

记者在成就展上了解到，科技扶贫是国

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

大以来，科技部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科技扶贫大格局，深入实施科技扶贫“百千

万”一个工程，着力补齐贫困地区科技和人才

两大短板，创新部际协调、东西部科技扶贫协

作、“四级联动”三项机制，充分展示贵在精

准、重在产业、根在创新、要在合唱四大特色，

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精准脱贫之路。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4日电）

数百展项 打卡“十三五”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成就

现在走进中国地震局院内的花坛，蹲

下身，你还能看出土被翻动过的痕迹。在

南门附近，仔细找，你能看到露出在外的一

圈光纤。

这种廉价的、大众熟知的入户光纤，在

地震局内新铺设了 600 多米。600 多米的

环形光纤，接入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地震

局团队合作自主研制的 DAS（分布式光纤

声波/振动传感）和 DTS（分布式光纤温度

监测）系统，相当于布置了 1600 个振动和

温度传感器开展观测试验。

10月 22日，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应用

展示会在北京召开。光纤，不只是传输信

号的“血管”，如今，也成为监测信号的“神

经”。

将40千米长的光缆
变成数万个地震传感器

近年来，光纤除应用于通信领域外，还

被作为传感器用于测量应力和温度等物理

量。不过，这项新技术的核心设备——光

信号调制解调主要依赖进口。国外设备不

仅价格高昂，高端产品向我国出口也受到

诸多限制。

2021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制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DAS 系统，可利用现有

通讯光缆进行地震监测和地下空间探测等

工作。

其技术原理是利用光时域反射技术进

行定位。光的瑞利散射对光纤的折射率、

长度等变化极其敏感。当光纤受到扰动

时，瑞利散射光的强度和相位会发生变

化。因此，探测并解调瑞利散射光可获得

外界振动信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

院教授王宝善介绍，这套设备的三大关键

点，是专用激光光源、高灵敏探测系统和高

保真解调系统。DAS 设备能够将 40 千米

长的光缆变成数万个地震传感器。“光纤与

传统地震仪的灵敏度相当，能够感知各种

振动信号；但超高密度观测使得光纤具有

更高的监测能力。”2021 年 6 月，DAS 设备

部署在合肥紫蓬山进行连续观测，成功测

到宣城 2.7 级地震，菲律宾 6.6 级地震等。

在地震局内铺设光纤后，DAS 系统记录到

10 月 15 日内蒙古赤峰 4.7 级地震波形数

据，与传统短周期地震仪观测一致性良好。

王宝善说，这为在城市地区开展地震

密集/超密集台阵观测提供了新的解决思

路，可以成为现有监测系统的补充。

连续性测温，抵达传
统测温技术所不能达之处

而利用光的另一种散射，则可以灵敏

捕捉温度的变化。它是拉曼散射，即光波

在被散射后频率会发生变化。

拉曼散射源于光子与分子的固有振动

相互作用，携带了分子温度信息，其强度和

温度相关。所以，对这种光的散射进行解

析，就能测温。

前不久，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向冬奥会

筹办百日科技攻坚发出“动员令”。中国科

学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震局科技

委主任陈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研究团队

积极响应这一“动员令”，集中力量对激光

光源、核心算法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研制

出包括激光光源系统、信号解调和数据处

理 系 统 等 模 块 的 分 布 式 光 纤 温 度 传 感

（DTS）系统，它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全部器

件均为国产。

温度对冰雪运动有很大影响。“温度测

量技术是冰雪运动会的科技支撑，运动场

地冰雪的动态温度变化是运动会的基本科

学数据。”陈颙说。

传统测温方式往往是单点测量，无法

全面及时反映温度的时空变化。DTS 正

可以解决这一痛点。在冰雪比赛场地附近

埋设一条温度测量光纤，就能对整条赛道

每隔 1米甚至更短距离的温度变化进行监

测，测量精度可达 0.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

学国家研究中心教授陈旸介绍，分布式光

纤传感系统，可以监测温度、应变和振动，

拓展传统方式无法或难以监测的区域。这

类监测，还可以及时发现大型设施的潜在

故障。它在输电网络、石油化工、大型仓库

中，在深地和深海探测中，都能得到应用。

陈颙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推动分布式

光纤传感软硬件的研发和成果产业化，推

动分布式光纤传感监测网络建设，拓展其

应用领域。

光纤变身 从信号传输的“血管”到监测的“神经”

（上接第一版）
到2060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能

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新境界。

三、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三）强化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引领。将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

长期规划，强化国家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地方各级规划的支撑保

障。加强各级各类规划间衔接协调，确保各地

区各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目标、发展

方向、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协调一致。

（四）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持续优

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

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新格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

实施中，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和任务要求。

（五）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

推动节能减排，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快发展

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绿色

低碳发展水平。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和消

费，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把绿色低碳发展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

示范创建。凝聚全社会共识，加快形成全民参

与的良好格局。

四、深度调整产业结构

（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固碳增效。制定能源、钢

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行

业和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节能降碳为导

向，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开展钢铁、煤

炭去产能“回头看”，巩固去产能成果。加快推

进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开展

碳达峰试点园区建设。加快商贸流通、信息服

务等绿色转型，提升服务业低碳发展水平。

（七）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
展。新建、扩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严格落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

换，出台煤电、石化、煤化工等产能控制政策。

未纳入国家有关领域产业规划的，一律不得新

建改扩建炼油和新建乙烯、对二甲苯、煤制烯烃

项目。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提升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能耗准入标准。加强产能过剩分

析预警和窗口指导。

（八）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

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绿色制造体

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

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

融合。

五、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九）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坚持

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严格控制能耗和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统筹

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做好产业布

局、结构调整、节能审查与能耗双控的衔接，对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完成形势严峻的地区实行项

目缓批限批、能耗等量或减量替代。强化节能

监察和执法，加强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

标分析预警，严格责任落实和评价考核。加强

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

（十）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把节能贯穿

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持续深化工

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

提升数据中心、新型通信等信息化基础设施能

效水平。健全能源管理体系，强化重点用能单

位节能管理和目标责任。瞄准国际先进水平，

加快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打造能效“领跑

者”。

（十一）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煤炭

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

“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石油消费“十五五”时

期进入峰值平台期。统筹煤电发展和保供调

峰，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役煤电机组节能

升级和灵活性改造。逐步减少直至禁止煤炭散

烧。加快推进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油气等非常

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强化风险管控，确保

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平稳过渡。

（十二）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

生能源替代行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

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优先推

动风能、太阳能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因地制宜

开发水能。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合理利

用生物质能。加快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

规模化应用。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

条发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提高电网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调

控能力。

（十三）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

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配售电环节独

立市场主体，完善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和辅助

服务市场衔接机制，扩大市场化交易规模。推

进电网体制改革，明确以消纳可再生能源为主

的增量配电网、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的市场主

体地位。加快形成以储能和调峰能力为基础支

撑的新增电力装机发展机制。完善电力等能源

品种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从有利于节能的角

度深化电价改革，理顺输配电价结构，全面放开

竞争性环节电价。推进煤炭、油气等市场化改

革，加快完善能源统一市场。

六、加快推进低碳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
（十四）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快建设综合

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提高铁路、水

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重，持续降低运输能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优化客运组织，引导

客运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快发展绿色

物流，整合运输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十五）推广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加快发

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推广智能交通，推进

铁路电气化改造，推动加氢站建设，促进船舶靠

港使用岸电常态化。加快构建便利高效、适度

超前的充换电网络体系。提高燃油车船能效标

准，健全交通运输装备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淘汰

高耗能高排放老旧车船。

（十六）积极引导低碳出行。加快城市轨道

交通、公交专用道、快速公交系统等大容量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自行车专用道和行人

步道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综合运用法律、经

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大城市交通拥堵

治理力度。

七、提升城乡建设绿色
低碳发展质量
（十七）推进城乡建设和管理模式低碳转

型。在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全面落实绿色

低碳要求。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建设城市生

态和通风廊道，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合理规划

城镇建筑面积发展目标，严格管控高能耗公共

建筑建设。实施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健

全建筑拆除管理制度，杜绝大拆大建。加快推

进绿色社区建设。结合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

进县城和农村绿色低碳发展。

（十八）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持续提高

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

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大力推进城镇既有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节能改造，提升建筑节能

低碳水平。逐步开展建筑能耗限额管理，推行

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开展建筑领域低碳发展绩

效评估。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推动建筑材

料循环利用。发展绿色农房。

（十九）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深化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加快推动建筑用能电气化和

低碳化。开展建筑屋顶光伏行动，大幅提高建

筑采暖、生活热水、炊事等电气化普及率。在北

方城镇加快推进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加快工业

余热供暖规模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核电余热

供暖，因地制宜推进热泵、燃气、生物质能、地热

能等清洁低碳供暖。

八、加强绿色低碳重大
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
（二十）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制

定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编制碳中

和技术发展路线图。采用“揭榜挂帅”机制，开

展低碳零碳负碳和储能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

攻关。加强气候变化成因及影响、生态系统碳

汇等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推进高效率太阳能

电池、可再生能源制氢、可控核聚变、零碳工业

流程再造等低碳前沿技术攻关。培育一批节能

降碳和新能源技术产品研发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碳达峰、碳中和人才体系，鼓励高等学校增设碳

达峰、碳中和相关学科专业。

（二十一）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
深入研究支撑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友好并

网的智能电网技术。加强电化学、压缩空气等

新型储能技术攻关、示范和产业化应用。加强

氢能生产、储存、应用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规

模化应用。推广园区能源梯级利用等节能低碳

技术。推动气凝胶等新型材料研发应用。推进

规模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产

业化应用。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

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九、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

（二十二）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强化国

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

控生态空间占用，稳定现有森林、草原、湿地、海

洋、土壤、冻土、岩溶等固碳作用。严格控制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推动城乡存量建设用地盘活

利用。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加强节约集约

用地评价，推广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

（二十三）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实施生

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实施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工程，持续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加强

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湿地保护。整体推进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升红树林、海草

床、盐沼等固碳能力。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行动，

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提升生态农业碳

汇。积极推动岩溶碳汇开发利用。

十、提高对外开放绿色
低碳发展水平
（二十四）加快建立绿色贸易体系。持续优

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

值绿色产品贸易。完善出口政策，严格管理高

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积极扩大绿色低碳产

品、节能环保服务、环境服务等进口。

（二十五）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快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绿色转型。支持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开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大力推

动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能力。深化与各国在绿色技术、绿色装备、绿

色服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积极推动我国新能源等绿色低碳技术和产

品走出去，让绿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二十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

定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

和各自能力原则，维护我国发展权益。履行《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发布

我国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

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

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交流合作，统筹国内外工作，主动参与全球

气候和环境治理。

十一、健全法律法规标
准和统计监测体系
（二十七）健全法律法规。全面清理现行法

律法规中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相适应的内

容，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协调。研究制定碳

中和专项法律，抓紧修订节约能源法、电力法、

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增

强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十八）完善标准计量体系。建立健全碳

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加快节能标准更

新升级，抓紧修订一批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工程建设标准，提升重点产

品能耗限额要求，扩大能耗限额标准覆盖范围，

完善能源核算、检测认证、评估、审计等配套标

准。加快完善地区、行业、企业、产品等碳排放

核查核算报告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核算体

系。制定重点行业和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标准，

完善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制度。积极参与相关国

际标准制定，加强标准国际衔接。

（二十九）提升统计监测能力。健全电力、

钢铁、建筑等行业领域能耗统计监测和计量体

系，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

设。加强二氧化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设，提

升信息化实测水平。依托和拓展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体系，建立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开

展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岩溶等碳

汇本底调查和碳储量评估，实施生态保护修复

碳汇成效监测评估。

十二、完善政策机制

（三十）完善投资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

引导作用，构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投融

资体系，严控煤电、钢铁、电解铝、水泥、石化等

高碳项目投资，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低碳

交通运输装备和组织方式、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政

策，激发市场主体绿色低碳投资活力。国有企

业要加大绿色低碳投资，积极开展低碳零碳负

碳技术研发应用。

（三十一）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有序推进绿

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

政策工具，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

限、低成本资金。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

营，扩大绿色债券规模。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

型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

基金。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三十二）完善财税价格政策。各级财政要加

大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研发等的支持力

度。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绿色低碳产品

采购力度。落实环境保护、节能节水、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车船税收优惠。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政

策。建立健全促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价格

机制。完善差别化电价、分时电价和居民阶梯电

价政策。严禁对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行业实施

电价优惠。加快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和按供热量收

费。加快形成具有合理约束力的碳价机制。

（三十三）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依托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

和交易方式，完善配额分配管理。将碳汇交易

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能够体

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企业、

金融机构等碳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

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用

能权交易市场。加强电力交易、用能权交易和

碳排放权交易的统筹衔接。发展市场化节能方

式，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广节能综合服务。

十三、切实加强组织实施

（三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率先实现碳达峰，组织开展碳达峰、碳中和

先行示范，探索有效模式和有益经验。将碳达

峰、碳中和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重要内容，增

强各级领导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三十五）强化统筹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要加强统筹，组织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加强碳中和工作谋划，定期调度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进展情况，

加强跟踪评估和督促检查，协调解决实施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

工作合力，确保政策取向一致、步骤力度衔接。

（三十六）压实地方责任。落实领导干部

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坚决扛起碳达峰、碳中和责任，明确目标任务，

制定落实举措，自觉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

出贡献。

（三十七）严格监督考核。各地区要将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

价体系，增加考核权重，加强指标约束。强化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落实情况考核，对工作突

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

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地区、部门依规依法实行通

报批评和约谈问责，有关落实情况纳入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

情况每年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上接第一版）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前提和刚性约束”“坚持正确的生态观、发

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西部省份考察调研时，始终强调生态保护，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以贯之。

多年来，西部地区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突

出重要位置，深入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

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

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截至

2020年底，西部地区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超

过1.37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19.3%。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今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

米脂县高西沟村，了解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

态文明建设情况。在高西沟村的一处山头上，

总书记举目凝望。秋日的蓝天白云下，黄土高

原的沟沟峁峁正披着绿装，一派生机盎然。

从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原，到雄肆苍茫的

青藏高原，再到色彩斑斓的云贵高原，绿色正

成为西部地区发展的底色。

在西藏，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已达 60.8 万

平方公里，全自治区一半的区域都被列入最

严格的保护范围；在贵州，作为首批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之一，全省共划定 1332 个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单元，精准开展生态保护；在青

海，生态补偿制度推动牧民群众从生态的利

用者变成生态的守护者；在宁夏，每 5 度电中

就有 1度是新能源电力，越来越多的绿电通过

“西电东送”通道输送到全国多地……

山野绿起来了、百姓腰包鼓起来了，西部

大地孕育着勃勃生机。

发挥比较优势 以更
高水平开放开创新格局

10月 11日凌晨 2时，伴随汽笛鸣响，首列

“上海号”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出境，自

中国上海装车的服装鞋帽、汽车配件、精密仪

器，经此发往德国汉堡，这标志着经新疆阿拉

山口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已达 60条。

作为我国距离欧盟最近的铁路口岸，阿

拉山口口岸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

下高效运行，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拓展“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的缩影。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把独特区位优势

更好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

道出对中国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重视。

2020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 2.95 万亿

元，是 1999 年的 26 倍；西部地区中欧班列开

行 7000多列，约占全国总数 59%；西部陆海新

通道加快建设，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老铁路等跨境重大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中外合作产业园区、跨境

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持续发力……

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征程。中国西部地

区正从一度较为封闭的“末梢”，走向越来越

开放的“前沿”。

2020年 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公

布，旨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级重磅规划的叠

加，让中国西部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为全国首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不靠边不靠海”的宁夏已连续举办 5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今年8月圆满落幕的第五

届中阿博览会上，总计签约成果达277个。

中阿博览会为企业带来“大商机”，折射

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正如宁夏

博览局副局长张利伟所说：“中阿博览会在宁

夏举办，但它不只属于宁夏，它是中国各省区

市面向阿拉伯国家、面向世界的开放平台。”

同比增长 6.1%！今年上半年，我国西部

地区实际使用外资的这一成绩单，在全球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显得成色十足。

乘势而上，接续奋斗。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推动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部大开发的征程上正

凝聚起强大合力，迎来更有作为的广阔未来。

（参与记者：李黔渝 张研 董博婷 顾煜
胡旭 周凯 王铭禹 徐海涛 安路蒙 浦超）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再闯新路看西部 接续奋斗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