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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会见印度外长斯瓦拉杰

新华社杭州 2 月 27 日电 （记者温
馨 吴帅帅）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7 日

在浙江乌镇会见前来出席中俄印外长会

晤的印度外长斯瓦拉杰。

王毅说， 去年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

理在武汉成功举行非正式会晤， 引领中

印关系进入成熟稳定发展新阶段。 新的

一年里，双方要落实好领导人重要共识，

规划好明年两国建交 70 周年纪念活动，

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中方对当前南

亚局势的紧张表示关注， 希望印巴双方

保持克制，通过对话，查明事件真相。

斯瓦拉杰表示， 双方应共同努力，

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推动印中关

系稳定向前发展。 印方将本着负责任和

克制的态度处理有关问题。

美朝首脑第二次会晤在河内开启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27

日傍晚在越南首都河内会面，拉开朝美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序幕。

朝美领导人当天在河内索菲特传

奇大都会酒店会面， 两人以交错摆放

的 12 面两国国旗为背景， 在媒体镜头

前握手。 握手合影后， 金正恩与特朗

普落座交谈 ， 寒暄中不时露出微笑 。

两人均表示， 期待本次河内会晤取得

积极成果。 金正恩表示， 过去一段时

间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艰辛的 “努力和

耐心”， 但 “坚信” 这次会晤能取得杰

出成果， 自己将为之 “全力以赴”。

在金正恩发言时， 特朗普认真倾

听并不时点头。 他说， 期待河内会晤可

以取得与上次新加坡会晤 “一样、 甚至

更大的” 成功， 双方过去取得了 “很多

进展”， 最大的进展是双方良好的关系。

特朗普表示， 愿意帮助朝鲜发挥其经济

潜力。

金正恩与特朗普 26 日先后抵达越

南，参加定于 27 日至 28 日在河内举行

的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依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日程，特朗普

与金正恩 27 日傍晚先在河内索菲特传

奇酒店“一对一”会晤，持续 20 分钟，随

后共进“社交晚餐”。 国际媒体报道，晚

餐氛围可以视为两人第二次会晤的风

向标。

晚餐预期当晚 7 时开席，持续大约

一个半小时，8 时 35 分结束。

除特朗普与金正恩， 双方各有两

名官员及译员陪同进餐。 美方人员为

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

马尔瓦尼； 朝方人员为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和另一名高

级官员。 按白宫方面最新说法， 另一

名朝方赴宴官员为外务相李勇浩。

晚餐前， 特朗普 27 日中午分别与

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和

总理阮春福会面。 特朗普感谢越方为

举办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所作努力，

同时讨论深化美越关系等议题。

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 6 月在新加

坡首次会晤， 实现 “突破”。 一些分析

师说， 就朝鲜半岛无核化、 半岛和平

机制和美朝关系改善细化方案， 是美

朝领导人越南会晤面临的最大任务。

据报道， 朝鲜媒体 27 日详细报道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访。 朝鲜中央通

讯社 27 日早晨连续播发 3 篇报道， 涉

及金正恩 26 日在河内的主要行程。

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乘坐的火车

26 日上午 8 时 15 分抵达越南北部谅

山省同登火车站， 受到越南官员和当

地民众欢迎。 随后， 金正恩乘车前往

梅利亚酒店。

朝中社照片显示， 当天晚些时候，

金正恩与多名朝方官员围坐在圆桌前

讨论， 参与者包括朝鲜国务委员会对

美特别代表金赫澈、 朝鲜劳动党中央

统一战线部统战策略室室长金圣惠 、

外务相李勇浩和外务省副相崔善姬。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劳动新闻》 27 日头版整版图文报道

金正恩出访消息。 同一天， 《劳动新

闻 》 刊登题为 《越南推进经济发展 》

的报道。 越南自 1986 年实行革新开放

以来， 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报道写道，

越南执政党和政府正在推进经济发展，

这一东南亚国家潜力巨大。

金正恩是否会参观韩国三星公司

在越南的工厂等企业受到关注。按韩联

社的说法，如果参观成行，金正恩将向

外界释放朝鲜发展经济的信号。

印方证实一架战机遭击落，一名飞行员失踪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巴基斯

坦三军新闻局 27 日说， 巴空军当天清

晨在巴基斯坦领空击落两架通过克什米

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侵入的印度空军战

机， 并抓获了一名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

区的印度空军飞行员。

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库马尔 27

日下午证实， 巴基斯坦当天上午击落了

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 战斗机， 印度一

名飞行员失踪。

巴三军新闻局局长阿西夫·加富尔

在社交媒体平台说， 当天清晨印度战机

进入巴基斯坦领空时， 巴空军在克什米

尔印巴实控线的巴领空一侧发起攻击。

一架印度军机被击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境

内 ， 一名飞行员随即遭巴地面部队抓

获； 另一架印度军机坠落在印控克什米

尔境内。 在随后三军新闻局举行的记者

会上， 加富尔现场展示了巴地面部队缴

获的印度军机飞行员所携带的武器、 弹

药以及地图等文件。

库马尔说， 巴基斯坦空军 27 日上

午 “瞄准” 印方军事设施， 因印方充分

准备和高度警觉 ， 巴方的企图遭到挫

败。 在此次 “空中接触” 中， 一架巴基

斯坦空军战斗机被印度空军击落， 印方

地面部队看到其坠毁在巴方境内。 库马

尔告诉记者， 巴方称这名飞行员已被羁

押， 印方正在确认事实。

此外，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据信

仍有两名印度飞行员落在巴控克什米尔

境内， 巴地面部队正在展开搜捕。

巴基斯坦外交部 27 日发表声明说，

巴空军当天从巴控克什米尔境内向印控

克什米尔境内的一些目标进行了袭击，

但避免了人员伤亡和附带损失。 该行动

不是针对 26 日清晨印度军机侵入巴方

的报复， 而是展示巴方的自卫权利、 意

志和能力。

声明说， 巴方无意升级局势， 但如

果被迫进入这种模式， 巴方已做好充分

准备。 巴基斯坦不希望走上这条路， 希

望印度 “给和平一个机会”， 并像一个

成熟的民主国家一样解决问题。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26 日电 （记

者徐剑梅 刘阳） 美国国会众议院 26 日

以 245 票赞成、 182 票反对， 通过一项

阻止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 的决议案。

当天， 13 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民

主党阵营投票支持决议案 。 决议案随

后将送交国会参议院表决 。 据美媒 26

日报道 ， 迄今已有 3 名共和党参议员

表示支持 ， 但要想推动决议案在参议

院通过 ， 民主党至少还需再争取一张

赞成票。

特朗普日前表示， 如果参众两院通

过这项决议案， 他将 “百分之百” 予以

否决。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将是特朗普

2017 年 1 月上台以来首次动用总统否

决权。 如特朗普行使否决权， 参众两院

均需至少三分之二票数重新通过决议

案， 才能驳回总统的否决。 舆论普遍认

为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

民调结果显示， 尽管逾半数美国选

民反对特朗普通过宣布 “国家紧急状

态” 调拨资金造墙， 但逾八成共和党选

民支持这一做法。

27 日， 在越南首都河内， 金正恩与特朗普会面。 新华社发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晤，话题或涉及叙局势后期发展

伊朗外长扎里夫 25 日晚在社交媒

体上高调宣布辞职， 并表示主要原因是

没有人通知他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到

访，并邀请他参与会见。人们注意到了扎

里夫很生气， 但是忽略了阿萨德这次极

为重要的访问。 这是叙利亚内战爆发以

来阿萨德第一次访问伊朗， 也是他屈指

可数离开叙利亚的几次行程之一。

据消息人士透露， 阿萨德此次出访

采用了最高级别安保措施， 因为叙伊双

方都担心阿萨德离开时叙利亚局势有

变，或者阿萨德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毕竟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都不是

吃素的。 所以阿萨德出访乘坐的是军机

而不是专机， 降落在伊朗空军基地而不

是霍梅尼国际机场。更重要的是，跟美国

总统特朗普突访伊拉克一样，全程“静悄

悄”，直到阿萨德安全回到叙利亚，伊方

才宣布他曾到访，停留不过短短数小时。

伊朗媒体用“高级别会谈”来形容阿

萨德的到访。从公布的影像资料来看，阿

萨德只会晤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总统鲁哈尼， 陪同在座的只有领袖高级

顾问韦拉亚提和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

莱曼尼 （革命卫队海外部队的总指挥），

均没有外长扎里夫的身影。

阿萨德此次来访主要是见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的。 两人一见面就热情拥抱并

行贴面礼，相当亲密，也预示着伊朗与叙

利亚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 哈梅内伊表

示：“伊朗视支持叙利亚政府及叙利亚人

民就是支持抵抗运动， 伊朗打心底为此

感到自豪。 ”哈梅内伊还称赞阿萨德“叙

利亚能够战胜美国及他们的雇佣兵的秘

诀就是总统阁下和他的人民坚持不懈的

抵抗”。哈梅内伊承诺将一如既往地站在

叙利亚人民一边。

由此可见， 阿萨德此次来访主要是

再次确认与伊朗的同盟关系。 双方此时

举行秘密会谈的背景主要有三：

首先是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这导致叙利亚局势有了新的变量， 同时

导致叙政府与土耳其的关系发生了微妙

变化。双方对于美国撤离后形成“权力真

空”的东北部库尔德地区有不同想法，需

要伊朗居中协调。

其次，叙利亚局势在向好发展，外界

普遍呼吁伊朗此时应该撤离叙利亚。 伊

朗主动邀请叙利亚总统到访， 势必想确

认自己在叙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得到

保证。

第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

要在今年 4 月大选前击溃伊朗在叙的军

事存在。内塔尼亚胡 26 日启程访问俄罗

斯，外界推测，这很可能跟阿萨德事先做

好预案。

阿萨德能够冒着生命危险访问伊

朗， 说明叙伊间的同盟关系目前为止可

以说是相当牢固。哈梅内伊也表示，伊叙

间有“战略深度”，抵抗运动的力量取决

于两国间的战略联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

敌人的阴谋无法继续的原因。接下来，伊

朗将依然是叙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阿萨德此次冒险之旅绝不是鲁哈尼

安慰扎里夫时所说的仅是一次 “感恩之

旅”，两国最高元首直接对话，接下来一

定会有所行动。 叙利亚局势很可能进入

后半程的博弈， 即前不久俄土伊三国领

导人在索契会议上所强调的“保证叙利

亚领土完整性”。 拼图还剩两块，不是东

北部的库区就是西北方的伊德利卜，先

收复哪一块，人们拭目以待。

（本报德黑兰 2 月 27 日专电）

甘肃省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一角 （2018 年 9 月 5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攻坚，为了美丽中国
——— 党的十八大以来污染防治纪实

2 月 26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热烈进行中，听取审议国务院落实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决议等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如

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举国关注，举世

瞩目。

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 污染防

治攻坚战取得重大进展， 生态环境状况

持续改善。同时，这场战役仍面临多重挑

战，稍有松懈就可能出现反复，要以更大

决心、更实举措全力攻坚。

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全面小康 ，为

了子孙后代的蓝天碧水净土， 污染防治

攻坚战鼙鼓动地，鏖战正酣。

这是令人纠结的选择题
生态家底薄，工业化任

务重，在发展和污染的左冲
右突中，我们背负的环境枷
锁日益沉重

6 个多月前的一天， 山西省临汾市

市长刘予强又一次坐在生态环境部的约

谈席上。临汾曾脏成什么样？PM2.5多次爆

表！二氧化硫多次爆表！空气质量长期徘

徊在全国 169 个重点城市的后几位。

临汾因煤而兴、 也因煤而困———工

业经济近 9 成是煤、焦、冶、电，从原材料

到能源、产业都围着一个“煤”字。临汾之

困，是汾渭平原之困，也深刻折射着中国

生态环境之困。

心肺之患，病在天上，根在地上。 只

用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就走过发达国家

两三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然而，在历史性

的发展跨越中，环境问题也集中爆发。

2007 年夏，太湖爆发水危机。 岂止

太湖？ 沿江南水乡溯长江而上， 洞庭湿

地、江汉平原、三峡库区、巴山蜀水，所经

之处，生态系统千疮百孔。

“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

轻。 ”———2018 年 4 月，在深入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痛

心地说。

又岂止长江？本世纪初，全国重要河

湖遭受不同程度污染，七大江河水系中，

超过一半的监测断面为五类或劣五类

水，约 3 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

环境问题，最直观的是水，感受最突

出的是大气，最不容易觉察的是土壤。成

为“世界工厂”时，中国也成为汞、铅、镉、

砷、铬等生产、应用和排放大国，大多数

污染排放物进入土壤。

打开中国地图， 一条从黑龙江黑河

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展现了生态

环境“家底”———

这条线东南方， 生活着全国 94%的

人口，环境压力巨大；这条线西北方，自

然条件贫瘠，生态系统脆弱。

先发展、后治理，这条常规道路发达

国家走了上百年。而对中国，历史不再如

此“仁慈”。 脆弱的生态家底叠加巨大的

发展体量，这条老路走不起，也不能走！

这是彰显使命担当的必答题
破解人与自然的亘古

之问，以坚毅和果决向污染
宣战

“中共施政纲领把生态文明建设单

独成章，这在全世界执政党中罕见。 ”

2012 年 11 月 8 日， 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党的纲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引人注目。

大会刚结束，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

莫里斯·斯特朗就捕捉到这一重要动向。

一个月后，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后首赴外地考察时发出告诫———

“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

难以为继！ ”

时间走进 2013年。这年 4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上作出振聋发聩的连续发问———

“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

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 那污染又会

是一种什么情况？ ”“在现有基础上不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总量增加一

倍，产能继续过剩，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

生态环境？ ”“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

感大打折扣， 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

了，那是什么形势？ ”

一个月后， 他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 主题正是生态环境保护和

治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教授郝吉明是这次集体学习的授课老

师之一。他记忆犹新：就在那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对人民群众、

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

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 把生态环

境建设好。

100 多天后，“大气十条”———《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

2015 年 ，“水十条 ”———《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出台。

2016 年 ，“土十条 ”———《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出台。

自此，气、水、土污染治理的立体作

战图全面绘就。

2017 年，“大气十条”任务圆满收官。

大气污染防治第一仗，“干得漂亮”！ 然

而，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生态环

境仍是最有可能“拖后腿”的短板之一。

2018 年 6 月，一份以党中央、国务院

名义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出炉，提

出到 2020年三场关键战役的作战目标：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克非常之役，须非常之举。只有断了

旧发展模式的利益链， 才能真正有生态

环境保护的新天地。

2019 年初春 ，陕西秦岭北麓 ，昔日

违建别墅成片的大山， 正在恢复曾经的

容颜。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山林中不断

冒出一栋栋别墅， 好山好水成了私家风

景，开发乱象屡禁不止。

这件事，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6 次批

示。 2018 年 7 月，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

作组与当地展开联合整治行动， 上千栋

别墅被陆续依法拆除。 每一件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事件，中央都紧抓不放，不论多

大的利益、多大的保护伞，一抓到底，决

不手软。

既以雷霆手段追责， 也铺就制度化

轨道护航。建立中央环保督察机制，以现

职或近期退出领导岗位的省部级干部为

各组牵头人，不仅督察企业，更督察党委

政府， 这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

要内容。两年多时间，中央环保督察实现

全覆盖，累计问责超过 1.8 万人。

几年来， 从新修订 “史上最严环保

法”到制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

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的法治

大网越织越密； 从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到生态保护红线

等，40 多项改革让环保法规制度成 “带

电的高压线”，形成有力震慑。

“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他国家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样大幅减少污染

的例子。 ”长期研究全球能源政策的美国

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这样评价。

道阻且长，行则必至。治污攻坚正在

路上， 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

担当。

这是上下同心、负重前
行的攻坚战

每一地都是战场，每个
人都是战士，每一份努力都
是为了更加美丽的中国

2017 年， 甘肃张掖市巨龙铁合金有

限公司负责人闻斌， 因为企业违法排污

“进去了”。痛，而后醒。企业开始一笔笔偿

还欠下的“环保账”：投入 1380 多万元改

造环保设施，新建扬尘控制和除尘净化设

备 ，安装烟气排放在线监控系统……

痛定思痛的还有临汾人。 这一年 ，

1200 多人的誓师大会上 ， 人们发誓要

“革煤的命”。读懂临汾的重生之难，才能

读懂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艰。

“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

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

面采取超常举措， 全方位、 全地域、全

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2017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 指明保护环

境之道。

“必须脱胎换骨，此外无路可走！ ”这

句话，已如刀如锲，刻在临汾人心里。

清除大气中的雾霾， 先要清除头脑

里的“雾霾”，这是比经济转型更难的攻

坚。 破除“唯 GDP 是真爱”的政绩观，“发

展经济和治理污染是跷跷板两头” 的发

展观，环保“一刀切”的懒政、怠政、庸政，

必须来一场思想上的自我革命！

2015 年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出台，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

益情况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2017年，第一份由绿色发展指数衡量

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出炉，

北京、福建、浙江、上海、重庆位列前 5名。

2018 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全面推开，任期内所在区域森林、

矿产等自然资源资产是多还是少了、好

还是坏了，离任时都要算清“责任账”。

“不简单以 GDP 论英雄”的要求，一

步步成为硬约束、真激励。

有一种“断腕”，是必须舍弃唾手可

得的利益“蛋糕”。 贺兰山里还有上亿吨

煤， 够躺着吃几十年的。 宁夏人咬咬牙

说：“不挖了！ ”封堵矿洞、回填矿坑、拆除

建筑、植树种草……两年后的夏天，人们

播下的草籽已经长出两寸来高的小草。

有一种“断腕”，需要丢掉眼前的饭

碗， 舍弃习惯的岗位 。 2017 年 4 月 26

日， 河北霸州新利钢铁有限公司炼钢高

炉停炉熄火那一刻，6800 多名员工心痛

不已。 当地政府通过企业分流、 推荐就

业、政府购买公益岗位、支持自主择业创

业等方式尽力安置职工。阵痛中，没有一

个人上访告状。

攻坚的战场上，有汗，有泪，也有血。

2018 年 12 月 1 日傍晚， 浙江温岭市环

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奔在调查

环境违法案件时， 被犯罪嫌疑人驾驶车

辆冲撞拖行 2 公里多，不幸牺牲。 再过 6

天，就是他 30 岁的生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不是一场冲锋就能把红旗插到山

顶———不少城市空气质量仍未达标 ，一

些地方饮水安全仍有风险， 土壤污染治

理仍需破题。稍有松懈，攻坚的成果就有

可能得而复失。

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是强起来的

中国必须跨越的关口， 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只有秉持新发展

理念， 我们才能蹚出生态与发展互促共

进的新路。

今天， 亿万中国人正以上下同心的

执着和坚定，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丽中

国的明天前行。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