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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李凤双 安蓓 高敬 张涛

正值春暖，万物盎然。北京向南
100 多公里，一座新城拔节生长。

2017 年 4 月 1 日，新华通讯社
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
立河北雄安新区。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航指
路、把脉定向，要求在新区建设中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
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标杆。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历史性工程”

2021 年 4 月 28 日，中国卫星网
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正式揭
牌，成为首家注册落户雄安新区的
中央企业。

目前，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
国华能等首批 3 家央企已完成总部
选址，即将开工建设；首批启动向雄
安新区疏解的在京部委所属高校、
医院已基本确定项目选址，各项疏
解工作正在稳妥有序推进。

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
地，是设立雄安新区的初心。

新区设立之初，习近平总书记
就强调：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
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
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
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

5 年来，从完成顶层设计到展
开大规模实质性建设，这座未来之
城从“一张白纸”着墨，稳扎稳打，目
前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建
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一幅高质
量发展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时间回到 5 年前。
2017 年 2 月 23 日上午，华北平

原，雪后初霁。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南
海出发，驱车 100 多公里，专程到河
北省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
区概貌。

在大王镇小王营村，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一片开阔地，极目远眺。这
里就是规划中雄安新区起步区的核
心地块。

当天中午，一场小型座谈会在
安新县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
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历史性工程。

新时代呼唤大战略，大战略需
要大手笔。

京畿重地，濒临渤海，携揽“三
北”，是北方地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然而，京津两极过于

“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
特别是河北与京津两市发展水平差
距较大，城镇体系结构失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核心是通过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出一种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
的路子。

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需
要跳出北京看北京，在更大的空间
格局中加以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经
验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基本都
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国
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
设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正是着眼
深入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
略，建设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
承载地的关键之举。

从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到部署雄安新区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强烈的使命
担当，运筹帷幄、统筹部署，多次深
入地方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会
议研究和部署实施，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倾注了大量心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
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是我们
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选择”“在新的历
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
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以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千年大计，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体现时代风貌。

谋定后动，规划先行。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无论是规划编制要秉持的理念，还
是规划编制进程的关键阶段，都亲
自谋划指导，对每个重大问题及时
把关定向，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雄安新区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
了工作方向。

早在谋划设立新区之时，习近
平总书记就郑重告诫：雄安新区将
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
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经得起历史
检验。”

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南海。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河
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
开放初期设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创
造了深圳的速度，40 年后的今天，
我们设立雄安新区要瞄准 2035 年
和本世纪中叶“两步走”的目标，创
造“雄安质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方面成为全国一个样板。

2018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纲要》的批复向社会公布。4 月 21
日，规划纲要全文公布。

2019 年 1 月，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 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来到河北雄安新区。

在“千年秀林”，习近平总书记
乘车穿行林区察看林木长势。望着
一株株摇曳的小树幼苗，他欣喜地
说：“让它们跟着雄安新区一起慢慢
生长。不要搞急就章，不要搞一时的
形象工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雄安新区就是要靠这样的生态环境
来体现价值、增加吸引力。”

在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谈
到雄安新区下大气力处理城和淀的
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时选
址在这，就是考虑要保护白洋淀，而
非损害白洋淀。城与淀应该是相互
辉映、相得益彰。”

如今，“千年秀林”工程累计造
林 45.4 万亩，雄安郊野公园、悦容公
园等一批高品质休闲设施投用，雄
安新区森林覆盖率由 11%提高到
32%，营造出“城在林中，人在景中”
的意趣。

秀林不远处，白洋淀新苇吐绿、
水鸟翩跹。淀区水质由劣Ⅴ类提升
到全面Ⅲ类，鱼类恢复至 54 种，鸟
类达 230 种，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
和水质发生历史性变化，“华北之
肾”功能加快恢复。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
量发展，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精心推进不留历史
遗憾”

从空中俯瞰今天的雄安——
这里是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

施工现场，高峰时期 100 多个重点
建设项目滚动推进，雄安建设者正
在不断创造“雄安质量”，用勤劳和
汗水描绘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新画
卷；

这里是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
美丽城市，城与淀相互辉映，“千年
秀林”伴随雄安新区慢慢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雄安
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一定要保
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
精神境界。

建设，规划先行；动工，生态先
行。5 年时光，这份“功成不必在我”
的历史耐心，这道“快”与“慢”的辩
证法，在雄安新区，有着最深刻的体
现。

雄安规划，志在千年。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把每一寸土地都规
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始建设”“精心推
进不留历史遗憾”。

先 后 有 60 多 位 院 士 、国 内 外
200 多个团队、3500 多名专家和技
术人员参与新区规划体系编制；以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为统领，
形成了以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
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及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规划四个综合性规划为重点，26 个
专项规划为基础支撑的“1+4+26”
规划体系，为稳步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实现高标准规划、高质量
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017 年 11 月 13 日，雄安新区
“千年秀林”9 号地块栽下第一棵
树。

未建城，先植绿。这片万众瞩目
的土地，在 5 年前的一声惊雷之后，
仿佛又归于沉寂，但树却一棵一棵
种了下来，白洋淀也迎来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系统性生态治理。

慢，是为了快。
2019 年 1 月，在雄安新区规划

展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
展 板 上 的《河 北 雄 安 新 区 规 划 纲
要》。

此时，雄安新区“1+N”规划体
系已基本建立。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两年，几乎没有动一砖一瓦。现
在有了蓝图，雄安从顶层设计阶段
转向实质性建设阶段，可能今年就
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局面了。”

在随后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
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设计成果充分
吸收体现到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保
持规划的严肃性和约束性，用法律
法规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先规划再建设、先管控再发展，
目光更远，起点更高，标准更严。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一批承接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
项目，新开工建设一批交通、水利、
公共服务等重大基础配套设施，让
社会各界和新区百姓看到变化。

如今的雄安新区，京雄城际铁
路直通北京，城市外围道路、片区连
接道路框架、生态廊道、水系等城市

“四大体系”基本成型，城市框架全
面拉开；容东片区基本建成，容西、
雄东、昝岗等片区进入稳定开发期，
启动区、起步区重点项目有序建设，
城市雏形加快显现。

地上之城拔节生长，地下之城
加快成型。

在雄安，蜘蛛网式线缆不见踪
影，水、电、气、暖、网等市政配套基
础设施管线全都集纳在地下综合管
廊中，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
从开挖第一个基坑开始，就将高质
量发展要求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

样板之城，亦是智慧之城。
新区每建设一栋楼，都会在数

字雄安平台上生成一栋数字大楼，
现实中哪怕更换一盏路灯，都能显
示出来。每一栋建筑都是计算好的，
运来的材料直接组装，一厘米钢筋
都不会浪费。

起笔是世界眼光，落笔为时代
标杆。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实现两
线合一，着力建设绿色、森林、智慧、
水城一体的新区。”

“要尊重城市开发建设规律，合
理把握开发节奏，稳扎稳打，一茬接
着一茬干。”

“这件事是不可逆的工作，所以
必须发扬工匠精神，精心推进。”

⋯⋯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为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指明方向。

“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
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021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市支
持雄安新区“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
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首先实
现竣工验收并正式移交雄安新区。

史家小学和北京四中雄安校区
竣工，雄安宣武医院一期主体结构
封顶；启动区体育中心、大学园图书
馆等重大公共服务标志性工程开工
建设⋯⋯

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建
设同步推进的阶段，雄安新区各项
重点工作都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

未来之城，加快奔向未来。

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和发展规
律，稳扎稳打，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
向雄安疏解——

“疏解是双向发力。”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解析：“触及深层次矛盾，
要更加讲究方式方法，内部功能重
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雄
安新区是外向发力；北京是内向调
整，优化核心功能，把‘白菜心’做
好。”

当前，新区建设聚焦启动区“主
战场”，促进各方面要素向启动区集
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以在京部委所
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分
期分批推动相关非首都功能向雄安
新区疏解，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形
成一批标杆性项目，为深入实施中
长期疏解任务奠定基础。

“始终牢记雄安新区作为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初心
使命，推动疏解项目优先向新区启
动区疏解，形成规模效应并集聚人
气，将启动区打造为承载北京非首
都功能的高质量样板。”这位负责人
说。

聚焦创新、改革、开放，打造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雄安新区智慧交通示范项目现
场，通过“5G+北斗”无人化业务运
营平台，无人接驳车、无人零售车、
无人清扫车、巡逻机器人等多种无
人车和机器人统一调度，全部实现
无人化作业。

智能、绿色、创新是雄安新区重
点打造的亮丽名片。“必须坚持‘世
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协同发展本身就是一场深层次
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赋
予雄安新区发展自主权，只要有利
于雄安创新发展的要全力给予支
持。

2018 年 7 月 6 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会议
指出，赋予雄安新区更大的改革自
主权，在创新发展、城市治理、公共
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构
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
方向的制度体系，打造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全国样板。

完善建设资金筹措机制，完善
多主体供给住房政策，全力提升企
业开办效能⋯⋯作为打造京津冀世
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环，雄安新区
开出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清
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筑新时
代宜居的“人民之城”——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市民
需要出发，做到疏密有度、绿色低
碳、返璞归真，提供宜居的环境、优
质的公共服务，有效吸引北京人口
和功能疏解转移。”新区规划伊始，
习近平总书记就这样强调。

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建筑风貌设
计，安全便捷的三级道路系统，推窗
见绿、开门入园的景观环境⋯⋯雄
安新区首个集中建成区容东片区，
已回迁 4 万余人，千余栋建筑全部
交工后将容纳 17 万人。

这将是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城
市：公交步行通畅便捷，森林碧水交
织绕城⋯⋯

这将是一座更加宜居宜业的城
市：贴心的公共服务设施，优质的教
科文卫等公共资源，多元化住房保
障体系⋯⋯

这将是一座集萃当代智慧的城
市：先进的城市理念扎根发芽，创新
的改革模式作出示范，前沿的创新
发展见证时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坚持大历史观，保持历史
耐心，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年接着一
年干，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创
造“雄安质量”，雄安新区正着力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
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一
个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令人期待。

“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五周年纪实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3 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三次
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阿富汗饱经沧
桑，百业待兴，正处在由乱及治的
关键时期。阿富汗是与会各国共同
的邻居和伙伴，我们是山水相连、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个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阿富汗，
是全体阿富汗人民的期盼，也符合
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亲仁善邻，国
之宝也”。中国一贯尊重阿富汗的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致力于支
持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发展。阿富
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自去年 9 月创
立以来，发挥邻国优势，为阿富汗
局势平稳过渡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最后强调，阿富汗邻国
要各尽所能，凝聚共识，协调配
合，支持阿富汗人民开创美好未
来。

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召开

习近平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新华社北京 3月 31日电 （记
者刘硕） 记者 31 日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严格在法治
轨道上依法战“疫”，有力维护疫
情防控秩序。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2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涉疫情案件 7047 件 9377 人，不捕
1584 件 2528 人 ； 起 诉 11340 件
15666 人，不诉 1437 件 2393 人。

为指导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疫
情防控案件，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
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法规，
最高检 31 日发布了第十六批全国
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
典型案例，包括拒不执行航空运输
领域消毒保洁等防疫措施的缪某
某、汪某某等人妨害传染病防治
案，为数百名运煤车司机伪造核酸
检测报告的梁某某伪造事业单位印
章案等，共 6 起。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
示，从近期检察机关办理的妨害疫

情防控秩序犯罪情况看，这些违法
犯罪活动涉及多行业、多领域，有
的危害后果和情节较为严重。例
如，承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空器
消毒、保洁业务的公司，为了节约
成本，要求尽量少用消毒剂，消毒
工作作业时间、喷洒时间不足，接
送保洁人员的车辆和司机、保洁操
作过程等均未做到国际国内有效分
开、专班管理，导致疫情扩散。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有
经营进口冷冻肉类产品销售业务的
公司和储存进口冷冻肉类产品的仓
库，违反防疫规定要求，伪造核酸
检测报告，进行冷链肉制品的入库、
出库操作，冷冻肉外包装新冠病毒
检测呈阳性，造成疫情传播重大风
险。有的不法分子为了牟利，甚至伪
造核酸检测报告单，向具有较强流
动性的货运司机出售，以应对核酸
检测，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隐患。
对这些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行
为，检察机关均及时依法惩处。

最高检：

全国已起诉涉疫案件超万件

新华社北京 3月 31日电 （记
者王宾 伍岳）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日前发表声明，宣布美方将对
所谓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
限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1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
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决定对在
涉华人权问题上炮制谎言、推动出
台对华制裁、损害中方利益的美方
官员对等采取签证限制。

汪文斌说，美方借口所谓人
权问题炮制恶劣谎言，并以此为

由 干 涉 中 国 内 政 ， 抹 黑 中 国 形
象，打压中方官员。这些行径毫
无道德底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

他说，为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保护中方人员正当合法权
益，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关规
定，中方决定对在涉华人权问题上
炮制谎言、推动出台对华制裁、损
害中方利益的美方官员对等采取签
证限制。

中方决定

对相关美官员对等采取签证限制

新华社北京 3月 31日电 （记
者李国利 黄一宸） 记者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天舟
二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 3 月
31 日 18 时 40 分受控再入大气层。
飞 船 绝 大 部 分 器 件 被 烧 蚀 销 毁 ，
少量残骸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
海域。

天舟二号是中国空间站关键技
术验证阶段发射的首艘货运飞船，
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发射入轨，这
也是我国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第
一次应用性飞行，为空间站送去
6.8 吨物资补给。在轨运行期间，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先后与天和核心

舱进行了 4 次交会对接，按计划完
成了飞船绕飞、机械臂转位舱段验
证、手控遥操作交会对接等多项拓
展应用试验。与空间站分离后，充
分利用飞船推进剂余量，成功实施
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 2 小时快速交
会试验，为空间站在轨建造和运营
管理积累了经验。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
项实施 30 周年，也是决战决胜空
间站建造之年。目前，工程全线
正全力开展神舟十三号返回和空
间 站 建 造 阶 段 飞 行 任 务 各 项 准
备，努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受控再入大气层任务顺利完成

3月3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受控再入
大气层任务模拟图像。这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第二次离轨发动机开机。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