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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湘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装警察部队全体
官兵，全省烈军属、残疾军人，军队离退休
干部和转业、复退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
日来临之际， 我们谨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
及家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亲切的慰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
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
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
朽功勋。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驻
湘部队始终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坚定维护核心、看齐追随，扎实推进政
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和备战打仗，
全面加强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着力
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积极推动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部队各项建设取得新成效，改
革强军兴军迈出新步伐。 广大驻湘部队官
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积极投身湖南改革发展稳定主战场， 在抢
险救灾、应急救援、维稳处突、脱贫攻坚、文
明创建、双拥共建、双带双促等方面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共同谱写了新时期的
军民鱼水情。 特别是今年在抗击历史罕见
特大洪灾的战斗中， 广大官兵视灾情如命
令，把灾区当战场，快速反应、冲锋在前、敢
打硬仗， 充分发挥了防汛抢险生力军和突
击队作用， 展示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时
代风采，赢得了全省人民的广泛赞誉。全省
烈军属、残疾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
复退军人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始终发扬优
良传统，爱党爱国、自强自立、拼搏奉献、勇
立新功，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在此，谨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
敬意！

今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也
是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开

局之年。我们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 、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大力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着力建设经
济强省、科教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
放强省， 把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宏
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继续保持和发扬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 积极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着力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
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
队，努力在推动湖南改革发展稳定、推动国
防和军队建设中担当更大责任、 发挥更大
作用、彰显更大作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
持发展与安全兼顾、兴湘与强军统一，全力
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着力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
全面落实优抚安置政策， 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军政军民团结。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不忘初心，坚定信心，开拓进取，
扎实工作，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
利，阖家幸福！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军区
2017年8月1日

“八一”建军节慰问信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贺佳 贺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
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7年4月24日至5
月24日，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南
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17年7月
31日向湖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

督察认为， 湖南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长
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重
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生态强省”战略，将
环境治理与脱贫攻坚、转型升级同列为“三
大战役”。连续多年将湘江治理作为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号工程”，深入推进
各项工作。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探索启
动省级环境保护督察， 不断压实环境保护
责任。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治理。统筹推进
“一湖四水”协同治理，启动沟渠塘坝清淤增
蓄、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河湖围网养殖清理、
河湖沿岸垃圾清理、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查整

治5大专项行动， 取得积极进展。2013年以
来， 全省共实施大气污染重点治理项目
2269个，建立长株潭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特
护期联防联控机制。 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工作和21个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
项目。2013年以来，通过财政投入、银行贷
款、争取国家专项资金、发行“湘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等方式，筹措近百
亿元资金实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
共完成重点治理项目2000多个，湘江干流
重金属浓度达标并持续好转， 五大重金属
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治理工作取得进展。

注重生态保护和修复，积极推进植树
造林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生态功能
基础得到加强。 与2012年相比，2016年全
省自然保护区由134处增加到163处，湿地
保护率由50.1%增加到74.1%，森林覆盖率
由57.34%增加到59.64%。另外，湖南省实
施整县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取得较
好效果。

荩荩（下转4版）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湖南省反馈督察情况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湖南省情况反馈会召开

提高政治站位 扛起政治责任
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抓好整改落实
吴新雄通报督察意见 杜家毫作表态发言 许达哲主持 刘华李微微出席

铁血军魂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本报今日推出特刊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许达哲
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的
重要批示， 传达上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
组督察湖南省情况反馈会精神， 研究部
署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
工作。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副省长
隋忠诚、张剑飞、向力力、杨光荣出席，省领
导何报翔、赖明勇列席，省政府秘书长王群
出席。

许达哲强调，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
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生态红线是
决不能逾越的“雷池”。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战略思想，切实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充分汲取甘肃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的
深刻教训，清醒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紧迫性、艰巨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
实，抓紧抓细抓实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各
项工作。 荩荩（下转2版③）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省
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许达哲主持
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副省长
隋忠诚、张剑飞、向力力、杨光荣出席，省领导
何报翔、赖明勇列席，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许达哲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奠定了
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 具有
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是做好下半年经济工
作和新形势下金融工作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
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湖南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以良好精神面貌和优异工作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许达哲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又
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既要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又要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始终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荩荩（下转2版②）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研究部署中央环保督察组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贺佳 贺威）
今天上午，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湖
南省情况反馈会在长沙召开。 中央第六环境
保护督察组组长吴新雄通报督察意见， 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作表态发言，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中央第六环境
保护督察组副组长刘华，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督察组有关人员， 省几套班子领导同志等出
席。

杜家毫在发言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央
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给予湖南工作的支持、指
导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督察组反馈的督
察意见，客观中肯、实事求是，我们完全同意、诚
恳接受，并将严肃对待、坚决整改。

杜家毫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形成了总书记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思想，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做好环保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次督察组
反馈意见中指出我省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根子上还是一些地区、部门和领导同志“四个
意识”和新发展理念树得不够牢。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建设重要战略思想和视察湖南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自觉
性、坚定性，切实把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转化为
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改善环境质量的实际成效， 扎扎实实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
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
禁止的坚决不做， 确保中央生态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在湖南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杜家毫强调，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切
实把督察组反馈意见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问题来抓。要迅

速制定整改方案，坚持一个问题、一套方案、
一名责任人、一抓到底。要突出重点，结合大
气、水、土壤、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治理，驰而不
息抓好洞庭湖水环境质量恶化、 有色金属行
业污染隐患突出等重点环境问题的综合整
治；对督察组移交的案件线索，依法依规依纪
严肃追究责任，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要把转变干部作风和问题
整改捆在一起抓， 着力整治一些领导干部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从根本上斩断环保问题背后的利益链条。要
学习借鉴中央环保督察模式， 建立整改工作
长效机制，全省域、全覆盖、经常性地开展环
境污染问题排查、检查、督察，真正以环保督
察的“利剑”守护好湖南的青山绿水。要及时
向社会公开整改方案、整改进度、整改做法和
整改成效，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广泛凝聚狠抓
问题整改的正能量。 荩荩（下转2版①）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微微主
持召开省政协两级党组会议， 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李微微
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增强
“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进一步加强
党对政协的领导， 始终确保政协正确的政
治方向。 荩荩（下转2版④）

李微微主持召开省政协两级党组会议

进一步加强党对政协的领导
始终确保政协正确的政治方向

� � � �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7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
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 洋溢着
节日的喜庆气氛。 主席台帷幕中央悬挂着
巨型“八一”军徽，两旁是十面鲜艳的红旗。
“1927-2017”几个醒目的大字，昭示着中国人
民解放军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18时许，在
欢快的《迎宾曲》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 同1800余名中外来
宾欢聚一堂。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常万全致祝酒辞。受习近平总书记
委托，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装警察部队官
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
辛勤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

诚挚问候，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作出重
要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老战士、转业退伍军
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
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向部队英模代表、全
国双拥模范代表、 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代
表致以崇高敬意， 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
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向出席招待会的各
国驻华使节、 武官和夫人及各位来宾表示热
烈欢迎。

常万全说， 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
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立下了
不朽功勋。90年来，人民军队和平之师、正义
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从未改变。

常万全指出， 全军和武警部队要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习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招待会上， 习近平等向军队离退休老干

部代表、“八一勋章”获得者、军队英雄模范代
表、老战士代表敬酒致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0周年。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委员，
曾担任党和国家以及中央军委领导职务的军
队老同志等出席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人民团体和北京市，以及军委机关
各部门、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武警部队负
责同志； 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八一勋
章”获得者，老战士、烈士家属、移交政府安
置军队离退休干部、 老民兵和军队英雄模
范、全国双拥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代表以及外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夫人等中外
嘉宾。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T1—T8版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沈办 ）7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

简称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今天，
省委办公厅印发《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的

通知》，要求各市州、县市区委，省委各部委，
省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认
真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 荩荩（下转5版）

省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