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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共建设绿道 5.3 万公里，至 2020 年将再增 2 万公里

条条生态廊道连线成片更成网
分类”活动，倡导“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广东江
门组织百余名骑行爱好者沿滨江绿道一路宣
传节约用水理念；武汉东湖绿道的建设者重回
绿道，组织百人快闪和迷你马拉松活动。“绿道
提供了自然优美的步行和骑行空间，让人们享
受健康舒适的绿色出行。绿道建设推动着绿色
发展方式的形成，倡导着绿色出行、垃圾分类、
绿色消费等新风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
建设司副巡视员赵健溶说。

城市绿道建设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马剑
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全国超过 5 万
公里的城市绿道， 串联城市自然山水人文，服
务百姓休闲游憩健身， 促进城乡绿色协调发
展，让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美丽乡村串珠成链
春暖花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村
民姜海根变得忙碌起来。150 多公里长的千岛
湖环湖绿道建成后，将淳安县的美丽乡村串珠
成链。 他家开的凤林农家乐乘着绿道的 “东
风”， 迎来四面八方来客。“总共 11 个房间，白
天烧饭，晚上烧烤，现在一家人每年毛收入有
30 多万。”姜海根眯缝着眼睛笑着说。
“绿道网是省域大景区、大花园的‘毛细血
管’，打通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生态廊道。”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张奕说。截至
目前，浙江全省已实现市、县绿道网规划全覆
盖，实际建成高标准绿道 5800 公里、其他普惠
性绿道 7000 多公里。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绿道规划
设计导则》，“绿道” 是以自然要素为依托和构
成基础，串联城乡游憩、休闲等绿色开敞空间，
以游憩、健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
迁徙等功能的廊道。 城市绿道在倡导绿色出
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推动形成绿色生活风
尚等方面作用凸显。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
的数据， 截至 2018 年年底， 全国共建设绿道
5.3 万公里，其中 2018 年新增绿道 1.4 万公里。
“一头连着生态环境， 一头连着民生福

气候系统变暖趋势持续，蓝皮书警示

我国极端天气趋多趋强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记者 刘诗平）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 2 日发布《中国气候
变化蓝皮书（2019）》显示，气候系统变暖趋势进
一步持续。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冰
冻圈消融加速，气候风险水平呈上升趋势。
蓝皮书指出，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
关键指标印证了上述结果：
大气圈方面， 全球变暖趋势进一步持续，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我国不同区域
气候变化差异明显， 青藏地区暖湿化特征显
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气候风险水
平呈上升趋势。
水圈方面，1870—2018 年， 全球平均海表
温度表现为显著升高趋势。2018 年成为有现代
海洋观测记录以来海洋最暖的年份 。1980—
2017 年， 我国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趋势，上
升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冰冻圈方面，1960—2018 年， 全球参照冰
川之一的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经历了
两次加速消融过程；1981-2018 年，青藏公路沿
线多年冻土退化明显，活动层厚度呈明显增加
趋势。
陆地生物圈方面，1963—2018 年， 我国不
同地区代表性树种的展叶期始期均呈显著的
提前趋势，北京站玉兰、沈阳站刺槐、合肥站垂
柳、桂林站枫香树和西安站色木槭展叶期始期
平均每 10 年分别提前 3.3 天、1.4 天、2.7 天、
2.4 天和 2.4 天。

教育部财政部推出“双高计划”

建设高水平高职学校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 2 日从教
育部了解到，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将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集中
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
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
出，集中力量建设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 150 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 到 2022 年，列
入计划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办学水平、 服务
能力、国际影响显著提升，为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和培养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使职业教育成为支撑国家
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到
2035 年，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引领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
资源支撑。

最高检依法逮捕努尔·白克力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最高检 2 日 消
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
能源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努尔·白克力涉嫌受
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对努尔·白克力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吴浈李士祥靳绥东被起诉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最高检 2 日消
息，近日，四川、吉林、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浈涉嫌
滥用职权、受贿案，北京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李士祥涉嫌受贿案，河南省政协原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靳绥东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完善绿道建设标准

在杨浦滨江绿道，市民沿着绿道观景、跑步，尽享春光。
祉。绿道建设契合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
实在在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张奕说。

因地制宜建设绿道
绿道建设优化城市绿地布局，实现城市内
外绿地连接贯通。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副院长
王磐岩说， 在各地因地制宜系统规划之下，绿
道不仅连点成线，而且连线成片，形成网络。
—南京市按照环山、顺水、沿城、连景的
——
绿道设计理念， 初步构建了融合生态保护、休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

闲游憩等多种功能的绿色网络。 截至 2018 年
底，南京市已完成绿道建设 863 公里。
—— 2017 年起， 上海市连续三年将绿
—自
道建设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 以每年建设 200
公里的目标推进，形成了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
生态廊道。
—福州市推进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按
——
照环城达山、沿溪通海、绿道串公园、顺路联景
点的思路，建成滨河绿道 400 公里，山地绿道
175 公里，实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
浙江嘉兴在环城绿道开展“跑步+捡垃圾+

绿道建设不仅要“面子”，也要重“里子”。
南京市副市长邢正军说，南京市绿道建设遵照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路面材质选用透水材料，
在绿道两侧绿化中推广引入雨水花园、下凹式
绿地等海绵措施，采用微地形建设等众多工艺
做法，增加雨水资源利用率。
我国绿道建设也面临城市用地紧张、后续
管理不足等问题。对此，王磐岩说，城市绿道建
设应注重协同， 利用现有土地为其叠加功能，
以集约利用土地的方式串联城市各类公共空
间资源。《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
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新增绿道 2 万公里的
目标。据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继续完善
绿道工程建设标准，推动形成连接城市生态要
素的绿道网络。
“我们要进一步总结提炼地方的绿道建设
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城市建设高质
量发展。”赵健溶说，除休闲、游憩、健身外，市
民对绿道还有更多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
继续挖掘绿道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生活方式
方面的作用，引导各地依托绿道开展丰富多彩
的市民参与活动。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截至昨日，明火全部扑灭，火场得到全面控制 今日看点
凉山森林火灾扑救亲历者回忆爆燃发生时分：火墙一下子蹿得看不到顶

“没想到这一眼竟是永别”
综合新华社成都 4 月 2 日电 截至 4 月
2 日，通过低空和地面人员全力扑救，整个火
场明火已全部扑灭， 火场已得到全面控制。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
尔村村委会的前线指挥部办公室，记者采访
了部分干部群众， 还原火灾救火的三天三
夜。

加强改进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意见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 《关
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单
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

李克强将访克罗地亚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
日宣布：经中欧双方商定，并应克罗地亚总理普连
科维奇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4 月 8 日至 12
日赴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
会晤、赴克罗地亚举行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

栗战书出席执法检查组全会
为民营经济中小企发展
提供良好法治营商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 2
日召开中小企业促进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党中央
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决策部署，
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担负起法定责任， 为民营
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
环境。
栗战书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
一贯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民营经济和中小企
业发展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明确
具体的要求，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扶持的政
策举措，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 开展中小企业促进法执法检查，就
是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推动各级国家机
关认真实施法律规定，纾解中小企业困难，依法保
护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引导中小企业
合法经营、健康发展，发挥好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区域城乡平衡发
展、增加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央部门预算集中公开
一般公共预算公开到项级，较去年提前 11 天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申铖 兰佳颖）各
项重点任务如何安排资金、工资福利开支多少、“三
公”经费如何变化……公众关心的中央部门“花钱”
安排都能在 2 日集中向社会公开的 2019 年中央部
门预算中找到答案，这也是中央部门连续第十年推
进部门预算公开。
2 日上午，财政部率先对外公开其 2019 年部门
预算，拉开了 2019 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大幕。与
去年相比，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预算时间提前了 11
天。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中央部门公开
的部门预算包括收支总表、收入总表、支出总表、财
政拨款收支总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一般公共
预算基本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8 张报表。除法定涉密
信息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
级科目， 其中的基本支出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
目。各部门在公开预算报表的同时，还对机关运行
经费、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预算绩效、提
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项目等情况进行说明，对专业性
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凌晨 4 时全镇扑火力量集结
3 月 30 日 17 时 20 分左右，木里县雅砻
江镇喇嘛寺沟附近出现雷雨天气，降雨仅仅
持续了 30 秒，但雷声不断。当天正带队在镇
上搞森林防火宣传检查的雅砻江镇副镇长
兼武装部长王鑫，同时接到当地村民和下乡
干部报告， 喇嘛寺沟附近出现 6 处疑似烟
点。王鑫立刻召集扑火队和村民、民兵分兵
多路赶往现场排查。
木里山高路陡沟深，排查人员花费 5 个
多小时才到达烟点，其中 5 处已经排除险情
或被直接打灭。30 日 23 时 50 分， 一队人员
爬上喇嘛沟山顶时，看到立尔村田火山山顶
燃起了明火。王鑫立刻组织首批扑火力量 19
人往山顶赶去，同时向上级报告。31 日 4 时，
雅砻江全镇的扑火力量已在立尔村集结。
前线指挥部指挥长、 木里县县长伍松告
诉记者，该县于 30 日 18 时 28 分向上级报告
了火警，确定火情后立即集结了 12 个乡镇和
木里森工企业近 600 人连夜出发开始扑打，
同时森林消防总队木里大队、 西昌大队也纷
纷向立尔村赶来。木里县，县名意为“森林的
故里”，这个名字里都带着“木”字的藏族自治
县被称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之眼”。全县 1.3
万多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67.3%，活立木
（意为立着的成活树木）资源占四川省 6%、全
国 0.7%，是全国森林蓄积量最大的县。

▲4 月 2 日群众自发前往
西昌市殡仪馆悼念牺牲的扑
火人员。
四川省凉山州木 里 县 雅
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
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 3 名地
方干部群众牺牲。 新华社发
荨4 月 2 日 22 时 45 分，
英雄遗体运抵西昌市殡仪馆。
东方 IC 供图

这辈子都没见到过这场面
此次木里火灾， 最让人心痛的是 30 名
扑火人员牺牲。“可以肯定的是，罕见的‘爆
燃’是此次火灾人员伤亡的最重要原因。”凉
山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谢
世恩说，“这种情况是所有火灾中最危险的，
也是极为罕见的。”
第一个向指挥部报告发生“爆燃”的是
王鑫，“我们与森林消防西昌大队在山脊汇
合后接到指挥部命令，要求所有扑火人员于
31 日当天下到山脚集结。 接着我带领 16 名
队员选择山脊左边一条陡峭的坡道下山。”
他说，“西昌大队由于携带装备较多，选择山
脊右边的一条相对缓和的坡道下山，我们目
送他们转下山脊，没想到这一眼竟是永别。”
当时， 王鑫和 16 名队员往山下挪动了
半个小时后，突然感到一阵风起，还没等他
反应过来，山脊轰然炸响，火墙一下子蹿得
看不到顶， 山脊上的树木很快就被烧毁。大
家直接往地上一坐，顺着坡道往下溜。数秒
之后，刚才所在的地方已被火海吞没。
“我打火 18 年，这辈子都没见到过这场
面。” 队员龙生现在想起来还十分后怕，“石
头都烧炸了，当时感觉死定了。”
直到4 月 1 日凌晨， 王鑫和队员们赶回
到位于立尔村的前线指挥部， 报告了他们看
到的一切，为指挥部的决策提供了关键信息。
31 日 21 时， 指挥部组织森防队员和村
民上山寻找，但当时已无法越过火线。4 月 1
日凌晨，指挥部又组织力量想方设法突破火
线封锁， 于当天 8 时发现第一具遗体，17 时
发现最后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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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民齐聚路旁迎回英雄
4 月 2 日上午， 木里森林火灾仍在紧张
处置中。记者在现场看到，不时有吊着大水
桶的直升机从山巅轰鸣而过。
在前往火场的山脚下，一大早就集结了
40 多个雅砻江镇里尼村的救火村民，不少人
骑着摩托车带着干粮。12 时左右， 现场传出
好消息：火场、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从 1 日凌晨开始，前线指挥部就安排将
牺牲英雄的遗体运回西昌。伍松说：“我们从
1 日下午开始组织各个乡镇的打火队， 每 8
个人一组将遗体运下山，1 日深夜起遗体陆
续运往西昌市。” 得到消息的西昌民众从 2
日凌晨开始，就自发上街悼念牺牲的灭火英
雄。在高速公路出口，迎接英雄的市民很多，
大家默默地站在道路两旁，沉痛悼念，并高
喊“英雄一路走好”。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2
日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凉山州木里县“3·
30”森林火灾应急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2
日当天， 通过低空和地面人员全力扑救，整
个火场明火已全部扑灭，火场已得到全面控
制，现转入清理余火和探搜火场阶段。
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派出 5 架
直升机开展空中侦察、吊桶灭火作业。凉山州
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唐毅介绍，600
余位地面扑救人员仍奋战在灭火一线。
记者获悉，4 日西昌将举行牺牲扑火英
雄的悼念活动。

链接

“爆燃”是什么
3 月 30 日 17 时许， 四川省凉山州木里
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31 日，在
扑火行动中，受风力风向突变影响，突发林
火爆燃，目前已造成 27 名森林消防队员和 3
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
什么是“爆燃”？中国森林消防学科带头
人白夜说：“‘爆燃’ 通常指‘爆炸性燃烧’，
和森林消防队员平日灭火时所说的 ‘轰燃’
意思相近，往往发生时间突然，会在短时间
内形成巨大火球、蘑菇云等现象，爆燃时产
生的温度极高。”造成爆燃的原因有哪些？白
夜表示，一是地面植被和林下可燃物因长期
堆积后发生腐烂， 进而产生大量可燃气体，
同时与腐烂的可燃物混合后，突遇明火燃烧
导致；二是在陡坡、山脊、山岩凸起地形、鞍
部、单口山谷、草塘沟等特殊的、较为封闭式
的地形中，蔓延而至的林火使这些地形中的
可燃物同时预热、共同燃烧后所形成。
爆燃造成的危害有哪些？白夜说，一是
烧死大量地被植物，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
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危害；二是产生大量高温
有害气体，烫伤受困者呼吸道，同时会导致
中毒、昏迷甚至直接死亡；三是产生高温热
浪，对受困者造成灼伤，严重时会直接将受
困者烧亡。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
首日受理量达7.7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 2 日从国家移民
管理局获悉，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1 日正式实施
后，当天全国共受理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和往来港
澳台团队旅游签注 7.7 万人次， 其中普通护照 2.2
万本、 往来港澳通行证 1.8 万本、 往来台湾通行证
0.6 万本、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 3.1 万个。
据了解，“全国通办”首日即迎来出入境证件办
证量“小高峰”，多地异地办证量剧增，国家移民管
理局及时部署各地调整充实一线警力，采取延长工
作时间、优化办证流程、加强咨询引导等措施，确保
“全国通办”顺利实施。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下一
步各地要进一步加大督导检查， 聚焦百姓关切，严
格落实“全国通办”要求，不断释放新政红利，惠及
更多人民群众。

南沙大桥正式通车

4 月 2 日无人机拍摄的南沙大桥。
当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又一条重要过
江通道的南沙大桥正式通车。 南沙大桥全长
12.89 公里，双向八车道，设计行车速度为 100
公里每小时，大桥开通后可极大缓解珠江口东
西两岸的交通压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