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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由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形
势和任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并落
实新发展理念，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就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 推动我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对
于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 怎么
干的重大问题，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10个专题：发展是

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用新发展理
念统领发展全局；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动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
大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
书中收入494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11月15日至2017年3月12日期间
的讲话、报告、指示等12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周云武 陶芳芳 王若飞

提起外滩，人们自然会想到上海。
其实， 长沙也有外滩。 地处内陆的中西部

地区，滨水之城不多。长沙市天心区，不仅位于
湘江之滨，而且沿湘江东岸，有一条长长的江岸
线。

去年， 再度“加速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一体
化”的决策，催生了“长沙外滩”。天心区第五次
党代会提出，未来5年，在北起五一路、南至南二
环、东到芙蓉大道、西至湘江东岸，面积15平方
公里区域，打造中西部第一滩———底蕴深厚、产
业繁荣的长沙外滩。

长沙外滩，横空出世。

一座厚重的城
蜿蜒北上的湘江，将长沙辟为东、西两岸。

随着长沙“东提西拓、双轮驱动”战略实施，东西
联动发展。东提，需要一个高点和样板。长沙外

滩，正在大长沙核心区域。
而随着长株潭一体化步伐加快， 地处长株

潭融城核心的天心区， 正致力于打造“融城核
心、璀璨天心”。长沙外滩，又成提质升级的样
板。

长沙外滩，虽为初生，却历史厚重。
长沙的历史文化景点， 约60%都在古城天

心， 而长沙外滩又几乎承包了天心所有的历史
遗迹。从五一大道向南，阅过繁华的太平老街，
造访沉寂的贾谊故居， 又登古香古色的杜甫江
阁；品尝了火宫殿的小吃，再饮纯净的白沙井水
，登临雄伟的天心阁，漫步湖南第一师范……厚重
的历史文化景点，星罗棋布“镶嵌”在长沙外滩。

蜿蜒而过的湘江傍城而过。 站在湘江东岸
向西眺望， 刚好与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塑像深
情对望。有人感叹：长沙外滩，就是一幅坐城、临
江、望岳、观洲、听水的山水画卷！

拥有“天资”，并不等于可以“搁浅”对品质
的追求。

为了向人们展示长沙外滩之美， 天心区将
外滩用地统一规划，限高开发。第一师范周边新
建建筑，不可超24米。且精心设计沿江水景线、
岸际线等。从湘江对岸俯瞰城东，一条景致怡人
的“扇形”走廊雏形初显。

以坡子街和火宫殿形成的“十字轴”为街区
主线的火宫殿城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不久后，
这里将再现百年前的财神会、老郎会、火神会。
人们还可到西文庙坪， 看看写满历史的青砖黛
瓦、回廊花窗。

历史的气韵并未随岁月流逝而褪去， 反而
随着外滩的饱满愈加香浓。

一口财富的盆
质感是相对静谧的。长沙外滩，静谧之上显

繁华。
金融产业，成为长沙外滩“第一生产力”。
早在2015年， 天心区就提出了“外滩”概

念。当时的外滩叫“金融外滩”。 荩荩（下转7版）

长沙外滩，拔节成长
———天心区倾情打造“湘江东岸璀璨明珠”

湖南日报评论员

日前 ，经湖南省委批准 ，省纪委对原纪检
监察四室主任曹明强 （副厅长级 ）涉嫌严重违
纪问题立案审查 ，引发各界关注 ，也从另一个
侧面叩响了湖南正风反腐最强音———纪检机
关不是保险箱，退休不等于安全着陆！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 ，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广大纪检干部在这场
正风反腐的伟大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忠
诚、干净、担当”。

有光的地方，难免会有阴影。当前，腐败与
反腐败的较量依然非常激烈。纪检监察干部处
在反腐败斗争的一线 ，一方面 ，面临的诱惑更
多，面临的考验更严峻，各种“围猎”如影随形；
另一方面， 纪检监察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然的
免疫力。

纪检干部肩负着维护党纪党规、推进反腐

败斗争的重要职责，在作风和纪律上偏出一尺，
党风廉政建设离党中央的要求就会偏出一丈。
因此， 对承担监督执纪问责重任的广大纪检干
部更要严管三分，使监督常在。

党中央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
解决“谁来监督纪委”问题，三次全会上提出要
解决好“灯下黑”问题，五次全会上要求纪检监
察机关“清理好门户”。王岐山同志指出，严管就
是厚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用严明的纪律管
住自己。

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要求， 湖南省各级
纪检机关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对纪检监察干部
违纪违法问题坚持“零容忍”，做到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共立案查处纪检
监察干部695人，已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38人，用
实际行动回答了“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重大历史
命题。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曹明强作为省纪委厅
级领导干部，较长时间在执纪监督一线工作，本

应更加知纪守纪。然而，在权力和诱惑面前，却
迷失方向、丧失底线，正应验了所谓苍蝇不叮无
缝的蛋。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查处曹
明强案的典型意义在于， 省纪委再次向全社会
释放了正人先正己、律己贵在严的强烈信号，表
明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态度，彰显了
刀刃向内、自清门户的勇气和担当！

曹明强的落马再次警示， 广大纪检监察干
部要心存敬畏，敬畏权力、敬畏组织、敬畏人民；
要甘于做“孤独”的执纪者，耐得住寂寞、忍得住
孤独、守得住清贫；要主动接受监督，既要接受
党内监督，又要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不能
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坚决防止“灯下黑”。

打铁还需自身硬。曹明强案警醒我们，党与
腐败水火不容，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作为监督
执纪问责的专责机关， 纪检机关必须始终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对纪检干部违纪违法问题
“零容忍”，坚决做到不护短、不遮丑、不手软，让
“内鬼”无处遁形！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
伟）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出消息，湖南省纪委
原纪检监察四室主任曹明强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
正接受组织审查。 荩荩（下转3版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让“内鬼”无处遁形

省纪委原纪检监察四室主任曹明强
接受组织审查

长沙外滩。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张文俊）从5月31日开始，湘中以
北及湘中发生一轮强降雨过程。 省防指
调度各大水库腾库迎洪， 各地扎实做好
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有效减轻了灾害
损失。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到湖南督导
防汛和长江崩岸治理工作。

降雨主要从6月1日1时开始，湘中及
以北地区普降大雨，其中自治州南部、怀
化中部以北、娄底、益阳南部、邵阳北部、
长沙西部、湘潭、岳阳南部暴雨，局地大
暴雨。截至6月1日12时，全省共52县652
站降雨超过50毫米，12县29站降雨超过

100毫米。其中，涟源市杨市镇降雨量最
大，达137.5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 一些溪河洪水涨幅
较大。如沅水万溶江乾州站6月1日2时至
7时上涨4米多，湘水支流涟水石潭站6月
1日8时至9时上涨2.24米。但湘资沅澧四
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势平稳。6月1日12
时，湘江湘潭站、湘江长沙站、资水桃江
站、沅水桃源站、澧水石门站、洞庭湖城
陵矶站水位分别为31.15米、31.01米、
33.88米、35.78米、52.23米、26.06米，均
比警戒水位低4至6米。

荩荩（下转2版）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文萍）记者今天从省配合中央环保
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了解到， 截至5月
30日，我省共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
信访件4582件，已办结4228件，责令整

改企业3918家，立案处罚1161起，罚款
金额6014.33万元，立案侦查130起，行政
拘留109人、 刑事拘留56人， 约谈1360
人，问责1304人。

荩荩（下转3版②）

各大水库腾库迎洪
国家防总工作组来湘督导

我省办结4228件
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

办结率超过92%。立案侦查数量，行政、刑事
拘留人数，问责人数，均居同批七省（市）之首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娄底，深入新化县、冷
水江市等地调研脱贫攻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
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
钥匙， 围绕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统筹
打好三大战役。

副省长张剑飞、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调研。
位于新化县游家镇永安村的白沙学校是一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目前学校有贫困家庭子女
81人。许达哲详细了解了营养餐工程、困难家庭
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
适逢“六一”儿童节，许达哲走进六年级二班教
室， 与正在开展主题班会活动的小朋友们亲切
交谈起来，关切询问他们吃住得好不好、学习情
况怎么样。许达哲祝愿孩子们健康成长、快乐成
长，希望大家常怀感恩之心、弘扬传统美德，做

到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努力学习本领，成为报
效祖国、贡献社会的有用之才。

近年来，新化县水车镇依托紫鹊界梯田、中
国最美休闲乡村等旅游资源， 促进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全镇共发展农家乐120家，
吸收78户贫困户257人， 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
以上。在水车镇正龙村，许达哲先后前往贫困户
袁海清、袁甫实等家中走访，了解各项扶贫政策
举措的落实情况，询问对帮扶工作的满意度。
许达哲鼓励大家说，脱贫攻坚要靠党委政府和
全社会共同努力，但最终是靠自己，只要拿出志
气、勤劳肯干，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许达哲对矿区污染整治和生态修复十分关
心。来到冷水江市，他首先赶赴锡矿山炭家湾片
区，现场查看废渣综合整治工程，详细询问治理
工艺、治理效果，全面了解锡矿山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的实施情况及成效。他指出，要统筹考虑好
环境治理与开发利用，通过发展工业旅游等，让
环境治理产生综合效益。

许达哲还走访了闪星锑业和冷水江钢铁公
司，了解两家企业确保安全生产、推动转型升级
的具体措施。他叮嘱企业负责人，坚决守住安全
底线，不断通过技术、管理、机制等全方位创新
实现做优做强。

在与市县相关负责同志的座谈中， 许达哲
强调，要做好精准文章，不断创新、完善政策措
施，进一步以“绣花”功夫提升脱贫工作的水平
和成效。 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降低企业用电等成本，提升创新能力和开放
水平，增强有效供给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抓紧
解决好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 坚决打好环境
治理战役，守住环保红线，走绿色发展之路。

许达哲在娄底调研时强调

统筹打好三大战役 提升发展质量效益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英杰

5月25日下午，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监控室里， 电脑屏幕显示
着河南某有色冶金企业的废水处理实
况：正常运行的成套装备、“袖珍型”废水
池、几位工作人员正在更换极板。

“极板溶解生成胶体，吸附废水中的
各种重金属， 随着废水处理的进行极板
会逐渐变薄，所以要换上新的。有了这套
装备，重金属被去除得非常干净，像砷的
去除率可达到99.99%。” 中南大学朱红
求博士边看边向记者说。

“曾经有企业仿造我们的装备，外表
看上去一样， 但根本干不了这个活。”华
时捷环保副总经理蒋晓云笑着说。

山寨装备的主人也许没想到， 这套

重金属废水处理自动化装备， 是中南大
学和华时捷联合攻关10年的战果。支撑
装备的核心创新技术———“多重金属离
子浓度在线检测与废水处理自动化关键
技术”， 刚刚摘得了2016年度湖南省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

目前， 该装备已经推广到全国近6成
的铜冶炼产能、5成锌冶炼产能及4成铅冶
炼产能的废水处理，惠及10多个省区40多
家冶炼企业， 近3年新增销售额1.28亿元，
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专
家评价，项目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有色金属冶炼中的矿浆和废水都
含有多种重金属，其浓度难以在线检测，
好比干活时没有眼睛， 给生产和废水处
理过程控制带来了极大困难。”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在有色金属冶炼生产和废水处理过程中，实时
搞清楚多种重金属浓度，好比有了火眼金睛。进口
设备“水土不服”，湖南产学研联手攻关成功———

一套装备自动“洗净”
废水中重金属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冒蕞） 随
着多地普降大到暴雨， 湖南从今天起进
入了为期三个月的主汛期。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高度关注当前防汛工作，今
天早晨专门致电省防指， 详细了解当前
汛情和抗灾情况。

许达哲充分肯定了前段各地抗灾成
效， 并对进一步做好当前强降雨防范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严格落实责任。 进一步落实以
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灾责任
制，各级防汛责任人务必到岗到位，把各
项应对措施抓实抓细， 确保责任落实无
死角、全覆盖。二是确保生命安全。各地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将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一旦发生强降雨，务必
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组织人员转移，
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坚决杜绝群
死群伤。三是突出防范重点。各级各部门
要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思
想，科学研判形势，当前要重点抓好暴雨
山洪防御、 地质灾害隐患点防范以及水
库防守、 城市防涝等工作， 加强值班值
守，落实应急防范措施。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通知各市州
防汛抗旱指挥部、省防指各成员单位，抓
紧贯彻落实，做好各项防范工作，并及时
将贯彻落实情况报省防办值班室。

许达哲就当前防汛工作提出要求
严格落实责任 确保生命安全

突出防范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