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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力！书记省长这样回答记者提问
让全世界共享“地球第三极”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实录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欣）9 月 4 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以
“建设国家公园省、
传
递大美青海情”为主题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深情讲述青海
“大”
的
价值、
“美”
的颜值，
讲述青海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的实践，盛情邀
请中外媒体记者亲自来青海走一走、
看一看。
青海将以何种姿态“建设国家公园省 传
递大美青海情”，是本次发布会上媒体记者关
注的焦点。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
军和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就大家关心关注的
问题，一一作答。

青海省又和甘肃省一起共建了祁连山国家公 园会是全国乃至全球园艺精华的缩影，青海也 名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园区的灾害降低到了最
园，2018 年出台了“1+5”规划，就是三江源国 共赴了这次北京的绿色之约。请介绍一下青 低程度。黄河源这个集体能够获得“人民满
家公园的规划体系。同时，发布了首份三江源 海园的情况？
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是党和政府对他们
国家公园的蓝皮书。今年 6 月，和国家林草局
王建军：9 月 1 日到 3 日是北京世园会“青 坚守在艰苦地区的一个褒奖，也从一个侧面
共同启动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海日”，活动除了看景观以外还有旅游、购物 展现了奋斗在高原地区各级干部的担当和
体系建设的示范省。在这方面，我们也探索了 等，
作为。
就是吃喝玩乐一体。
一些好的经验，
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肯定。
青海园有 1800 多平方米，设计比较古朴、
祖国的山河湖海总要有人来守护，不管谁
大家知道，青海位居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 典雅，进园的大门以三江源为设计理念，展示 来坚守，他们都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除了
的连接地，是全世界的四大净土区之一，是气 的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旁边是一组藏羚羊的 黄河源园区这个集体，我们省还有四人获得
候的调节器，平均海拔达到 4058 米，人口较 群雕。整个布展简洁、清晰、明快，而且富有动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他们的事迹同样非
少，但是景色独特。到了青海，你们就可以看 感。进去以后往前走是一座河湟民居。湟水 常感人，是青海各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到祖国山河的壮美。这个地方风高极天，大 河流域是青海主要人口的居住地，面积大概是 为的一个缩影。
江初流，是非常壮阔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 两万多平方公里，将近 70%的青海人居住在那
精准、精神、对口扶贫，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方建设国家公园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也 里，
千百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河湟文化。
让青海湖越来越有
“颜值”
，越来越有价值
有实际需要。
经济日报记者提问：青海曾经是深度贫困
作为青海人，我觉得青海园是最美的布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一说到
我们有先进的理念做指导，有多年的实践 之一。
地区，能否介绍一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当中，
青海，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青海湖。请问在青海 探索，有切实的需要。我们把国家公园当作
青海有哪些典型的做法？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湖的保护上，青海是如何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一个承载体，就是要实现自然生态的承载力
刘宁：青海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地位特
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
和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协同。通过国家公园的
台湾联合报记者提问：这几年来很多游客 殊、省情特殊，除了生态保护的一面还有高原
王建军：青海以青海湖而得名。青海湖在 建设，能够把这些好的先进理念承载在国家 去青海旅游，自然会对生态保护造成一定的影 艰苦的一面。具体表现在我们是全国“三区三
全国、在世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很高，是阻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当中。
响，将来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后，会不会对 州”深度贫困区，也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的贫困
止西部荒漠向东部蔓延的天然屏障，是维系青
习近平总书记在 8 月 19 日首届国家公园 一些游客进行限制性的措施，进入国家公园会 区，脱贫攻坚的任务非常重。我们在这些年脱
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节点，这体现了 论坛开幕的时候发来了贺信，特别强调了要 不会有一些法则？
贫攻坚当中，
主要在三个方面下了功夫：
青海湖的价值；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 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为子孙
刘宁：对于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第一，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贯彻习近平
湖，位居中国最美五大湖泊之首，这说的是青 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这是构建人类命 体系，这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主题。我们建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要求，做到
海湖的
“颜值”
。
运共同体的要求，对开好这个论坛给予了极 好国家公园，首先就是要做好自然生态的单元 “六个精准”，首先就是精准识别，我们识别了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大的鼓舞和肯定，与会的 450 多位来自全世 和人类社会管理单元的协同，处理好发展与保 52 万贫困人口，把目标集中在建档立卡贫困
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护好青海湖就是要让“绿 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给予了极大的响应，我们 护的关系。
人口上，制定了
“1+8+10”的政策。
水青山出颜值、金山银山有价值”
。
通过一个主论坛、四个分论坛和六个边会，大
举个例子，可可西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
劳务输出方面，我们集中打造“拉面经
借用徐霞客说的话，
我要说的是
“青海归来 家思想碰撞，总结了国家公园这个载体近 150 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和西 济”。现在大概有将近 20 万的拉面手艺人在
不看湖”
。
因为，
青海湖远看就像是镶嵌在群山怀 年来建设的经验，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藏的羌塘和新疆的阿尔金山都是联动的，如果 全国各地开拉面馆，在全国各地大概有 2.72 万
抱之中的一颗蓝宝石，近看是碧波荡漾的一片
我们有四个绿色发展体系。绿色能源方 出现了对二级保护动物、一级保护动物带来的 家，每年的产值有 150 多个亿。
海，
湖上百鸟飞翔，
湖中湟鱼潜底，
周边辽阔的天 面，第一，青海现在的清洁能源装机突破了 伤害，都要互相协同追责的。青海阿尼玛卿雪
生态扶贫方面，设置草原、湿地、林业生态
然牧场上牛羊在静静地漫步，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1200 万千瓦，正在打造从青海到河南的世界 山是小冰川时代的遗址，这个山原来是非常特 公益的管护岗位，
现在总共有 12.6 万个，
户均年
上各种野花争奇斗艳，
特别是到了夏秋季，
盛开 上第一条全部绿电的可再生能源特高压通 殊的旅游景地，现在出于保护的原因，我们把 收入增加2.16万元。
贫困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的一片片金黄色的油菜花让人流连忘返，
田园牧 道；第二，我们正在打造绿色可再生能源的基 它关闭了。青海湖鸟岛有几千种鸟类，都是候
易地搬迁扶贫方面，我们聚焦了 3.34 万
歌般的舒畅让很多人来此观光旅游。
地；第三，实现了全省范围内连续 15 日绿电 鸟，原来人们都可以去参观、去拍照，现在也进 户，将近 12 万“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
保护好青海湖的“颜值”，我们秉承的信念 供电的计划，这也是世界首创。
行了有效的管理。
困人口，把他们搬迁出来，现在“十三五”期间
是青海湖很大，不能变小了；青海湖很美，不能
绿色产业方面，我们现在一改过去高耗
但是管理不代表完全地封闭，将来随着发 计划的搬迁人口已经全部完成。
变丑了；青海湖的水很净，不能污染了；青海湖 能企业入青的条件，开始限制这类企业在青 展，
生态旅游一定会在国家公园里面发展起来，
教育扶贫方面，我们持续改善贫困地区的
的名声很好，不能败坏了。要让“大、美、净、 海进行发展，大力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数 而且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体制建设，
会把我们 办学条件，现在藏区所有学生和六盘山集中连
好”成为青海湖永久的靓丽名片。
字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产值已经占青海 的管理和自然的生态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片区的学生都实行了 15 年教育资助政策，控
青海湖的价值，体现在山水林田湖草的系 省产值的 60%以上。
就把责任的边界和保护的价值，
以及开发的潜力 辍保学的经验做法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肯定，
统治理上。
绿色消费方面，紧密结合绿电、枸杞、农副 紧密地协同起来，
这样不仅为当地的发展，
也为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 96.8%。
在空间管控上，我们正在进一步廓清保护 产品发展，大家从一次消费、二次消费方面都 全国乃至世界起到一个示范引领的作用，
医疗扶贫方面，我们把大病集中救治扩大
区范围和边界，切实做到规划不留败笔，保护 非常注重绿色消费。
到 30 个病种，救治方面加大了力度，推行一站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一定要有精神来支撑
不留死角；在依法保护上，我们正在抓紧立法，
绿色有机农牧业方面，
和农业农村部协同共
式付费结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补充医
推动完善流域综合执法、联合执法，用法治的 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
也是全国首家。
我们
中新社记者提问：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反 疗、基本医疗四道保险线联动起来，现在贫困
力量来保护好青海湖；在生态治理上，我们坚 在化肥农药上要减量，
今年第一年实施，
化学用量 复强调，
新时代干部要有新担当新作为。
请问，
青 群众住院费用自费比例控制在 10%以内，这是
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统筹岸上岸下、 已经减少了24.4%，
农药预计到年底减到20%。
海的干部是如何具体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 脱贫攻坚当中老百姓得到的最实惠的事情。
水面陆地，依靠科技同步开展生态环保和生态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提档升级绿色发
王建军：青海是精神高地，诞生过“两弹
我们率先打通了低保的标准和扶贫的标
修复，切实维护环湖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 展方式，进一步强调生态保护优先，为高质量 一 星 ”精 神 、
“ 五 个 特 别 ”的 青 藏 高 原 精 神 、 准“两线合一”，就是最穷的、最贫困的、没有生
多样性；在环保设施上，我们坚持先地下、后地 发展不断探索路子
“两路”精神和玉树抗震救灾精神。
产能力的有低保来兜底。
上，按人口密度和聚集度，建设垃圾处理和污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一定要有精神来
第二，精神扶贫。青海是多民族、多宗教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水排放基础设施；在社会动员上，我们启动“保
支撑。在青海这个地方工作和生活，如果没有 地区，少数民族占比达到 47.7%。我们从精神
护青海湖、我是志愿者”行动，推动全社会共保
阿联酋中阿卫视记者提问：
青海省在大自然 这些精神，
谈担当、谈作为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上“扶智扶志”，已经先期在 13 个县开展了精
青海湖、共奏生态曲。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编 保护方面成绩比较突出，
请问具体做法是什么？
今年 6 月，国家对“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神扶贫的试点，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制青海湖等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争取纳入以国
刘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要尊重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进行了表彰，受表彰
精神扶贫加上精准扶贫，现在我们有 60%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我相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但是尊重自然不 的集体有我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黄河源 的贫困县已经摘帽，90%的贫困村已经退出，
信，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未来的青海 代表消极依靠，我们还应该主动地在发展中 园区管委会。这个集体中有一位叫甘学斌，是 还有 85%的贫困人口已经脱贫。
湖一定会越来越有
“颜值”
、越来越有价值。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青海幅员辽阔，保护好 青海干部担当作为的一个典型。
第三，对口扶贫。对口扶贫得益于党中央
自然，首先要探寻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的演替
黄河源就是黄河发源的所在地，当年李白 的好政策，得益于全国的帮扶，全国有 6 个省
提档升级绿色发展方式 为高质量发展不
当中，顺应这样的规律，
但也决不是盲从。
有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份对口援青，主要援助我们的藏族地区。这 6
断探索路子
青海有全国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回”。我想李白可能没有去过青海，没有到过 个省份倾心倾力支持青海的脱贫攻坚，发挥了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的意思是神秘的少女， 黄河源，到了之后，他就没有这么浪漫，因为浪 重要的作用。他们派出组团式的帮扶，从人
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它 的 面 纱 一 直 很 神 秘 ，因 为 它 在 4500 米 的 漫背后是无尽的艰辛。
才、教育、医疗、资金、项目、产业上给了很大的
量发展之路，请问青海做了哪些工作？
高原上，有 6.03 万平方公里，是三江源国家
黄河源所在的果洛州，是全国 30 个少数 支持、帮助。同时，有 32 个国家部委跟我们签
刘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青海最大 公园重要的组成部分。提到可可西里，大家就 民族自治州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条件最 署了帮扶合作的协议，还有 18 个央企支持青
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 会想到高原精灵——藏羚羊。藏羚羊每到产 艰苦、单一民族比例最高的地方。这个地方海 海的脱贫攻坚工作。
力也在生态。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保护好三 子的时候，都要到卓乃湖这个地方来。藏羚羊 拔 4500 米，在那里坚守是一种奉献，也可以理
在本省，我们已经派出了第二批的第一书
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是青海义不容辞、来不 一度从数十万只减少到两万只，现在又恢复到 解为一种担当、一种作为。就是在这块人类生 记到了各个村，第一书记和扶贫驻村的干部现
得半点闪失的责任，
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了七万只以上了。大家可能知道一个人的名 命的禁区，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黄 在大概有 1.5 万名，14.5 万名党员干部职工与
这么多年来，我们积极建设国家公园，同 字，叫索南达杰，他曾经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 河源园区的面积是 1.91 万平方公里，里面大小 16 万贫困户结对认亲，559 家民营企业与 731
时我们也打造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消费， 自然生态，为了保护藏羚羊不被非法猎取，付 星罗棋布的湖泊有 5000 多个，黄河水 43%的流 个贫困村建立了结对帮扶的关系，这些发挥了
还有绿色农牧业这四个方面的架构，积极地践 出了生命。在去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时候， 量在这里形成。
重要的对口扶贫作用。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国家授予他“改革先锋”的称号。我觉得这都
黄河源园区成立于 2017 年 9 月，园区有
我们有信心和全国一道同步全面建成小
在构建国家公园方面，我们有先进的理念 是我们为保护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做出的 55 名工作人员，三年来集中开展巡护 111 次， 康社会。今年有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绝对贫
作为指导，这个理念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 努力。
巡护里程达到 7.3 万公里，每个月要巡护 3 次， 困人口清零。为此我们制定了清零的行动计
明建设思想。特别是深改委出台了以国家公园
在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 由于距离远，
每次一出门就是 7 天到 8 天。
划，除了按照国家的要求以外，专门就“两不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我 绝不是盲目地等待自然的演替，而是在人力可
今年春节前后，果洛州遇到了雪灾，园区 愁、三保障”，加上饮水安全进行支持，我们有
们按照这个指导意见不断推进三江源的保护、 能干预的情况下，对于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破 也同样经受着雪灾的考验，55 名工作人员与 决心在今年年底把绝对贫困人口清零，在明年
中华水塔的保护和国家公园示范省的建设。
坏，
进行积极主动地保护
当地党委、政府和居民一道，铲积雪、清道路、 继续巩固提高，同时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和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第一个体制试点的国
运草料，救护野生动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 脱贫攻坚的衔接政策，相应地解决一些相对贫
青海园是最美的布展之一
家公园，青海省 2016 年开始进行试点建设，我
家 IV 级 救 灾 应 急 响 应 ，也 给 予 了 很 大 的 支 困人口的困难，让产业兴旺起来，为建设新青
们想在明年申报启动正式的建园。2017 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提问：北京世 持。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园区 55 海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