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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点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中国两会召开期间，第四届联
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举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项成
就频频受到与会各方代表点赞。
2013 年，同样在内罗毕，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通过了推
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
近年来，中国大力探索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径，用实际行动描绘出生态
文明的美好图景。国际社会对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同和贡献的
认可不断增强，对分享中国成功经
验的兴趣日益浓厚。

的渴求，
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心中。
生态文明，
毫无疑问，目标终将实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
2013 年以来，
“大气十条”——
明建设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 水十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 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8 年，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 “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宪法。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
计划》相继出台，污染治理的立体
成为全民共识。
“作战图”全面绘就。中国污染防治
中国生态文明实践得到国际社
攻坚战取得的进展，越来越受国际
会越来越多的认可：
“ 三北”防护林
社会瞩目。
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
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
球沙漠
“生态经济示范区”
，
塞罕坝林
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积极评
场建设者、
浙江省
“千村示范、
万村整
价北京市改善空气质量取得的成
治”
工程（
“千万工程”
）先后荣获联合
效，认为北京大气污染治理为其他
遭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城市提供了可
国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
塞罕坝沙地不再是“飞鸟无栖
借鉴的经验。联合国人居署报告
和谐共生“奇迹”频现
说，中国治理污染河道的成功经验
树 ”，库 布 其 沙 漠 不 再 是“ 死 亡 之
在很多发达国家，
“很难想象从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例。
海 ”，九 曲 黄 河 也 不 再 是“ 万 里
国家领导人层面听到‘坚持人与自
沙”……这一系列“绿色奇迹”让世
“中国在环保领域有很多值得
然和谐共生’
‘ 倡导绿色、低碳、循
分享的成功经验。”联合国环境规划
界刮目相看。
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类似
署代理执行主任乔伊丝·姆苏亚说，
美国航天局不久前根据卫星数
表述。但只有中国，把它们作为国
她对中国政府在两会上提出的“加
据发布报告说，与 20 年前相比，世
家愿景。”美国作家杰里米·伦特日
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
界越来越绿了，而中国的造林行动
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绿色发展”印象深刻，也对二氧化
是主要贡献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种
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在今年下降
污染防治 提供范例
3%等目标表示赞赏。
人与自然存在内在联系的世界观。
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源
姆苏亚指出，中国在生态环境
“最近几年，来中国遇上雾霾天
于中国，
并不令人惊讶。”
伦特说。
越来越少了。
”
每年都会多次访华的
治理中做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
平衡，恰好证明了环保行动与保持
美国科技企业家凯尔·斯特林
斯特林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经济增长并不对立。
对此持有相似观点：对和谐与平衡
说，
中国正在通过技术和政策来建设

深度参与 全球担当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
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
想。在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
中
国更以理念和行动积极参与全球生
态治理，
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利用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清
洁能源投资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
一，源于中国的绿色技术正在造福
更多国家。
能让长颈鹿“昂首通行”的肯尼
亚蒙内铁路、
“ 油改电”的斯里兰卡
科伦坡集装箱码头、光伏板下可以
长草种瓜的巴基斯坦旁遮普太阳能
电站……在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
中，中国企业将生态环保理念落实
到细节。
《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主
编克利福德·柯布称赞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开辟了新路。他认为，
中国走
过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
中国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样板。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
泰纳所评价的，中国政府近几年把
自身的发展路径、经验和新发展思
路与世界分享，是对世界发展的重
要贡献。
据新华社

架起直通民心的桥梁
——2019 年国办
“旁听”
全国两会记事

这是 2019 年全国两会上一幕
将通过“自动式”审批核查，凡是符
幕特殊的
“面对面”
——
合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的
3 月 7 日中午，上海代表团驻
纳税人，均无需审批、无需证明资
地。全国人大代表徐珏慧见到了专
料，在办理相关税种申报业务时，信
程赶来汇报情况的交通运输部有关
息系统会自动提示，只需确认即可
同志。
直接享受……
3 月 5 日下午小组审议政府工
两会上，代表委员与相关部门
作报告时，徐珏慧代表提出了进一
面对面解决问题，这样的“见面会”
步放开沿海捎带政策的建议。
“建议
得益于国务院办公厅今年连续第四
提出不到两天就得到部委当面回
年推出的
“旁听”
两会工作。
应 ，速 度 之 快 是 我 此 前 没 有 想 到
从 2016 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
的。”
期间，国务院办公厅都会派出工作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社会科学
人员现场旁听代表委员审议讨论政
界全国政协委员驻地。
府工作报告，将每天收集到的代表
“您好，
我是税务总局纳税服务
委员意见建议，经分类、编辑、审校
司司长孙玉山。对您提出的小微企
后变成一份份“旁听”简报，国办从
业税收优惠有关意见建议，
税务总局
中筛选有价值的意见建议直接反馈
领导非常重视，总局相关司、办做了
给部门。
专题研究。受王军局长委托，
我今天
今年国办派出 180 多名“旁听
专门来向您当面反馈有关情况……” 员”
“扎根”
代表委员驻地。
3 月 13 日中午，全国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是监督政府的，不是
袁爱平在驻地见到了孙玉山一行。 单纯地提建议，他们提出的更多是
前几天，袁爱平委员在小组会上提
对政府的期盼和期望。”负责上海团
出应充分利用企业大数据，进一步 “旁听”工作的国办秘书二局副局长
便利小微企业办税。
张宏亮给自己的记录提出“四个不
孙玉山详细介绍了确保小微企
放过”——对精彩评价不放过，对代
业便捷享受、应享尽享税收优惠政
表反映的问题不放过，对提出的建
策的一系列新举措，并表示下一步
议不放过，对提出的要求不放过。

每当夜幕降临，京城四面八方
的代表委员“声音”汇总到位于国办
秘书局的汇总组。不大的会议室
内，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十几
台机器一同运作，25 名汇总组成员
忙得热火朝天。
“我们事先都做了充分的准
备。”国办秘书一局处长李林主要负
责汇总组的工作。即便有成熟的流
程和丰富的经验，
今年两会李林和他
的
“小伙伴们”
还是每天工作到深夜。
“主要是量很大。”李林说，
“同
时时效性要求很高，短短几个小时
内需要处理上千条意见建议，第二
天上午 8 点前要完成上报。工作量
大、强度大、压力也大。”
“相比去年，今年进一步要求建
立工作台账，回应内容中代表委员
高度关注、办理部门承诺进一步研
究落实的重点事项在两会闭幕后还
要一盯到底，督促部门继续办理反
馈。
”
国办秘书三局处长谢广民说。他
此次承担着
“旁听”
工作的前期组织协
调及后期转办事项工作的统筹。
记者了解到，今年“旁听”两会
期间，国办累计收集了 838 份、约
1900 页 代 表 委 员 的 发 言 记 录 ，从
6000 余条意见建议中，梳理筛选出

具有针对性、典型性、建设性的意见
建议 463 条，其中 86 条是对政府工
作报告的直接修改意见。同时，
103 条意见建议转相关部门及时回
应、答疑解惑。
“原汁原味”的现场“旁听”，打
通了代表委员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
的“快速通道”，也为决策者架起一
座直通民心的桥梁。
“今年两会我看到的第一份涉
及税制改革方面的建议，就是国办
转来的委员建议。国办通过‘旁听’
两会将大会各方面讨论的信息快速
传递给相关部门，在政府部门和代
表委员之间架起了沟通的直通车，
非常高效。”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
凡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
副主委王光贤说，国办工作人员“旁
听”两会是国务院工作作风转变的
具体表现，充分体现了政府以人民
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国办‘旁听’两会现在已经作
为一项工作程序被固定下来。从旁
听到汇总，从转部门办理到部门向
代表委员作出回应，一全套流程背
后体现了政府工作效率、服务意识
的大幅提升。
”
王光贤说。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