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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A14

从生态到就业
长三角一体化释放了这些民生红利
“包邮区”
服务、
地铁异地扫码通行……不断增加民生获得感、
提升幸福感始终是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根本落脚点。近期，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发布，
其中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内容将释放哪些民生红利？
·新中国峥嵘岁月

生活更便利：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压缩城市间时空距离

高峡出平湖

纲要提出，随着轨道上的长三角基本建成，省际公路通达能力进一步提升，世
界级机场群体系基本形成。到 2025 年，铁路网密度达到 507 公里/万平方公里，
高速公路密度达到 5 公里/百平方公里，
5G 网络覆盖率达到 80%。
沪杭磁悬浮、南通新机场、沪舟甬跨海通道……纲要里提到的一系列重大基
建项目，让人们对长三角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充满了期待。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效压缩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上海市发
改委副主任张忠伟说，上海到苏州，高铁修通后只要 20 分钟。

基本公共服务更周到：
率先实现均等化，跨省就医、养老更方便
纲要提出，
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 2025 年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达到
2.1万元，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5年，
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寅说，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
要提升异地公共服务的便捷
度，
比如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强化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
“长三角一体化医好了我异地就诊这块心病。”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曹实，在江
苏徐州参加医保，过去看病要先垫付医药费，再将单据带回徐州报销。随着长三
角异地就医结算网络陆续铺开，曹实在上海就可实现医保卡实时结算。
此外纲要还提出，开展养老服务补贴异地结算试点，
促进异地养老。
本月起，长三角重点城市将启动“一码通域”。通过建立跨域协同的二维码标
准体系，把多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融合成一个二维码，能够促进长三角城市公共服
务要素自由、高效流通，
让市民扫一扫就畅行长三角。

就业更优质：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让家门口优质岗位更多
就业是民生之本。率先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
岗位。根据纲要，
长三角将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十大领
域，
建设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物联网、大数
据、
人工智能等十大重点领域，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冯飞说，
浙江将和沪苏皖一道，
共同谋划建设长三角数据中
心等一批战略性数字基础设施，
共同培育云计算、
人工智能、
数字安防等一批世界级
数字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
必然给就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上海市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说，上海周边城市将会形成自己在细分功
能、产业领域方面的独特优势。像电动汽车、人工智能这些“高大上”的行业，三省
一市根据不同的定位进行分工。未来在长三角地区，更多人在自己家门口,就有
更多
“高精尖”
岗位就业机会可供选择。

环境更宜居：
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绿色家园人人共享
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纲要提出，
通过建立生态环境协同监管
体系，
到 2025 年长三角的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总体达标，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
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80%。
共保联治，是长三角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宝。一条南北走向的施家堰，东
岸是上海、西岸是浙江。这样的浙沪界河，在浙江嘉善和上海金山之间有 34 条。
“此前河道保洁都是‘各扫门前雪’。现在好了，双方签了界河保洁合作协议，管理
范围和责任都明确了。”
嘉善姚庄镇清凉村村委会主任王伟强说。
将视野进一步扩展，更大的共同保护行动也在推进中。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樊
金龙介绍，从南京到杭州，宁杭高速公路沿线，分布着太湖流域最美的风景，目前
两省正在共同申报宁杭生态经济带。
据新华社

1994年12月14日，
经过长达
数十年论证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
动工，
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
水电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
的梦想。
1984 年，经过国务院 16 个部
委和鄂湘川 3 省以及 58 个科研施
工单位、
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
通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
位为 150 米的三峡方案。1992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决议。
其中，
引人瞩目的是决定修建高程
185米的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发
电和促进航运事业发展的作用。
其 1820 万 千 瓦 的 装 机 容 量 和
847 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

界第一。主体工程三峡大坝全长
2309 米，坝体混凝土浇筑总量为
1600 多万立方米，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建设者们牢记党和人民的重
托，通过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
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摸索了一
套科学的施工工艺和管理制度，
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创造了
100 多项世界之最，以对国家和
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谱写了世
界大坝工程史上新的纪录，创造
了建筑史上的奇迹。
2006 年 5 月 20 日，全线浇筑
达到 185 米高度的三峡大坝建成。
自此，
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西
陵峡谷，
毛泽东
“更立西江石壁，
截
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的伟大预
言终于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

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5 年，一个新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
，
被中共中央作为国
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正式提出，
并付
诸实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全球资
源、
能源消耗和环境被破坏的形势
日益严峻，
如何实现人类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引起全世界共同关
注。1992 年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大
会以
“可持续发展”
为指导方针，
制
定并通过了《21 世纪行动议程》和
《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
正式提出
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4 年 3 月，
《中国 21 世纪
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
与发展白皮书》在国务院常务会议
上正式通过，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
个编制出本国 21 世纪议程行动方
案的国家。
1995 年 9 月，中共十四届五
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
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
“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
“必须把社会

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
实现
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
。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
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江泽民
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
话，
强调
“在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
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
略”
。
1996 年 3 月，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将可持续
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
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
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将可持
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战略之一。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
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
“我们生存的
家园”的深切关怀，是一项惠及子
孙后代的战略性举措，
是中华民族
对于全球未来的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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