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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关于全
面推行林长制的意
见》。
《意见》提出，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
的自然生态系统，
对于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基础
性 、战 略 性 作 用 。
要按照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要求，
在全国全面推行林
长制，明确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保护发
展森林草原资源目
标责任，构建党政
同责、属地负责、部
门协同、源头治理、
全域覆盖的长效机
制，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
《意见》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立总林长，
由
省级党委或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担任；
设立副总林长，由
省级负责同志担
任，实行分区（片）
负责。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根据实
际情况，可设立市、
县、乡等各级林长。
《意见》还就加
强森林草原资源生
态保护、加强森林
草原资源生态修
复、加强森林草原
资源灾害防控、深
化森林草原领域改
革、加强森林草原
资源监测监管、加
强基层基础建设等
方面提出了任务要
求。
据央视《新闻联播》

我国所有的森林和草原
都将拥有专属守护者
确

保

长效机制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制

党政同责 属地负责
部门协同 源头治理
全域覆盖

为什么全面推行林长制

·生态文明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将
有效解决林草资源保护的内生动力问题、长
远发展问题、
统筹协调问题
·要严格实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
落
实生态空间管控边界，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新格局，筑牢自然生态安全根基
·实现山有人管、
林有人造、
树有人护、
责
有人担，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发展林草资源力
度不够、
责任不实等问题，让守住自然生态安
全边界更有保障。
·有利于聚集资源和力量推进林草事业发
展，
使林草资源保护发展更有力度、
更高质量。

林长 由谁来担任
总林长
·由省级党委
或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
副总林长
·由省级负责
同志担任，实行分
区（片）负责
·各 省（自 治
区、
直辖市）根据实
际情况，可设立市、
县、
乡等各级林长
·地方各级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承担林长制组织实
施的具体工作

林长的主要任务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
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
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
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
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
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
国际相结合的高度，科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
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系统
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深刻
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
深邃、内涵丰富，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
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开阔视野，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指导意义。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
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
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
们党领导革命、
建设、
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
要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作出
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据。新发展
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
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
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
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

12 日 0 至 10 时，河北省新增 21 例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2 日黑龙江省新增 8 例无症
状感染者。此前据国家卫健委通报，1 月 11 日
0 至 24 时，新增本土病例 42 例（河北 40 例，北
京 1 例，黑龙江 1 例）。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
例，阻断疫情扩散，河北、黑龙江、辽宁、山西等
地的相关地区在做好流调、消杀等同时，升级
管控措施，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河北省卫健委 12 日通报，11 日 0 至 24 时，
河北省新增 40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
2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另据河北省政府新
闻办 12 日通报，12 日 0 至 10 时，河北省新增 21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 日及 12 日均无
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

的 5 个尚未发现病例的村，实行封闭管理，居家
防控。邢台市全市涉及南宫病例的密接和次
密接者，已经采取集中隔离措施。
廊坊市固安县 11 日报告 1 例本土确诊病
例后，将确诊病例居住小区划定为中风险地
区。廊坊市及固安县已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针对新发现病例，廊坊市已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对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触者进行全面排
查，
全部进行集中隔离、核酸检测。
此外，河北省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廊坊市
全域实行封闭管理，人员、车辆非必要不外
出。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封住大交通，管
控小交通，坚决防止重点地区人员流动导致疫
情向外传播扩散风险。

石家庄藁城区：
对 15 个村实行集中隔离

黑龙江：
三地新增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例，阻断疫情扩散，
河北 12 日开始对石家庄市、邢台市开始进行第
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对临近的定州市、
辛集市，同步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石家
庄市藁城区对发现病例最多的 3 个村和有病例
的 12 个村，实行集中隔离，应隔尽隔。对临近

继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之后，1 月 12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现 1 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为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返哈尔滨人
员。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伊春市大箐山县均
出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分别新增 7 例、1
例。

自 1 月 11 日发现两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
染者以来，山西省晋中市在做好流调、消杀等
防控工作的同时，升级管控措施，并将于 13
日起对晋中市榆次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12 日，当地卫健及疾控部门对 2 名无症状感
染者所在的高村等重点区域的 6981 名常住
人口及流动人口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全部
为阴性。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 11 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指控他“煽
动叛乱”
。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陷入弹劾危机，
距离他卸任只剩 10 天。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人寻求此时发起弹劾，一方面是为了“立标杆”
、防止煽动暴
力的情况再次出现；另一方面也为给特朗普留下不光彩记录，使他 4 年后难以再度竞选总
统。二次弹劾凸显两党间的政治对立，
不管结果怎样都只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弹劾条款草案称，
特朗普
“煽动叛乱”
“干涉权力的和平过渡”
“严重危及”
美国和美国政府机构
的安全，
给美国人民造成
“明显伤害”
，
如任其继续执政，
将
“对国家安全、
民主和宪法构成威胁”
。

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各地积极探索

弹劾条款草案称，特朗普“煽动叛乱”
“干涉权
力的和平过渡”
“严重危及”美国和美国政府机构的
安全，给美国人民造成“明显伤害”，如任其继续执
政，将
“对国家安全、民主和宪法构成威胁”
。
美国国会 6 日遭遇暴力冲击，造成 5 人死亡、数
十人受伤，令世界震惊。美国舆论纷纷指责特朗普
“点燃导火索”，要求特朗普下台的声音愈演愈烈。
除推动弹劾程序外，
众议院民主党人还力促副
总统彭斯援引美国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罢免特朗
普。由民主党人提出的罢免动议预计将于 12 日在
众议院表决，因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占多数，该动议
很可能获得通过，届时彭斯将有 24 小时作出回应。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表示，
如果彭斯和特朗
普内阁多数成员不考虑罢免特朗普，众议院将就弹
劾条款草案举行表决。
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日前表示，
在当前情形下寻求弹劾特朗普会进一步加剧美国
社会的分裂。据美媒 11 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警告称，在新总统就职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可能
出现全国性武装抗议活动。有分析人士担心，此时
弹劾特朗普或将进一步激怒其支持者，引发更严重
的社会动荡。

来源/新华社 制图/方磊

山西省晋中市：
对榆次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加强森林草原
资源灾害防控

2017 年 以 来 ，安 徽 、江
西在全国率先探索林长制改
革，建立以党政领导负责制
为核心的保护发展森林资源
责任体系。截至目前，全国
已有 23 个省区市开展林长
制改革试点。其中，安徽、
江
西、山东、重庆等 7 个省市在
全域推行试点，16 个省份在
部分地县开展试点。

1 月 12 日 15 时起，绥化市主城区所有进出
城口全部封闭，各乡镇、村屯进出机动车通道
只保留 1 条应急道路；关闭火车站候车大厅
和进站通道，禁止旅客进站上车，出站人员携
带三日内核酸检测报告，佩戴口罩、扫码、测
温后允许通行。绥化市公交车、长途客车、通
乡通村客运车辆全部停运，出租车仅限城区
内运营，车内人员实行物理隔离；绥化市各小
区及乡镇所在地、自然屯实行封闭管理，非本
小区和村屯人员一律禁止进入；对于出现核
酸检测阳性病例的小区（村屯），禁止人员出
入。

特朗普再陷弹劾危机或引发更严重社会动荡

寻求弹劾
美国舆论纷纷指责特朗普
“点燃导火索”

加强基层基础
建设

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
段迈进的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
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
必须
清醒看到，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虽然我国发
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
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
未有，
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征途漫漫，
惟有
奋斗。
”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
“四个意识”
、
坚
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护”
，
继续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全力办好自己
的事，
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铸就新
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刊载于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
）

河北三地全域实行封闭管理

加强森林草原
资源生态修复

加强森林草原
资源监测监管

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 40 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
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
础。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 30 年将是我
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
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必须深刻
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
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
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
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
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
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
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

多地升级管控措施 开展核酸检测

加强森林草原
资源生态保护

深化森林草原
领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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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阵以待
华盛顿将部署一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发生后，
定于 1 月 20 日举

行的美国当选总统就职典礼的安全问题引发联邦和
地方当局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宣布，
首都华
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白宫声明说，紧急状态将持续至 24 日，并授权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
“调动和提供必
要设备和资源”，协调并帮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
联邦和地方安保工作。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联邦调查局警告说，从 16
日至就职典礼前，全美 50 州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
能发生武装抗议活动，
美国国会和各州州议会可能
是主要目标。
11日辞职的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表
示，
由于
“安全形势不断演变”
，
他在辞职前数小时已
下令将针对总统就职典礼的特别安保措施提前6天启
动，
即从19日提前至13日。
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 11 日宣
布，到 16 日，华盛顿特区将部署至少一万名国民警
卫队队员。他表示，还可能向一些州增派 5000 名
国民警卫队队员。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天宣布将华盛顿特区最
高地标
“华盛顿纪念碑”
及其公共通道关闭至 1 月 24
日，
“以应对针对游客和公园资源的具有可信度的威
胁”
，
其间还可能临时关闭华盛顿市中心博物馆云集
的
“国家广场”
相邻道路、
停车场和洗手间。
据新华社电
右图：
1月6日，
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特朗普的支
持者在国会前参加示威游行。
新华社发

北京市顺义区：
新增 1 例确诊病例
1 月 11 日 0 至 24 时，北京市顺义区新增 1
例确诊病例，系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顺义区
第一时间对新增确诊病例居住的北石槽镇北
石槽村实施全面封闭管控，紧急组织开展核酸
检测。截至 12 日 14 时，全村 1670 人全部按照
1:1 进行核酸采样，目前已出结果 1158 人，全部
为阴性。北石槽镇累计核酸采样 9960 人，目前
已出结果 8609 人，全部为阴性。

沈阳：
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从 1 月 11 日起，沈阳市在铁西区、皇姑区、
于洪区启动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截
至 1 月 12 日 12 时，上述 3 个地区核酸检测累计
完 成 采 样 1293829 人 ，累 计 完 成 核 酸 检 测
350082 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了解，大连市计划从 1 月中旬开始启动
低风险地区高校学生寒假离校工作，组织学生
错时错峰、安全有序、分期分批离校。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