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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姜美蓉
黄道兵 ）“治理珊珀湖水环境是洞
庭湖生态环境治理的标志性项目
之一，更是检验常德落实省委省政
府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工作
的具体体现。 必须以破釜沉舟、背
水一战的决心，打好这场硬仗。”这
是11月15日，常德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陈恢清，副市长涂碧波在督
导安乡珊珀湖水环境治理时提出
的要求。

珊珀湖位于安乡县安丰乡境
内， 是一个半封闭型调蓄湖泊，总
面积18.3平方公里。由于珊珀湖原
属安乡县水产养殖总场，曾大量投
肥养殖，水体受到严重污染，长期
为劣V类水质。2000年， 养殖总场
并入当时的洞庭水殖后沿袭过去
的养殖模式。直到2013年，大湖股
份全面接管后，认识到这种养殖方
式既没带来经济效益，更不利于水
环境的改善。2014年，该公司采取
人放天养、禁止投肥后，加上对周
边水生植物修复，1000多亩野生
芦苇和野莲逐渐显露，珊珀湖的水
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多年持续污
染积重难返， 加上周边4万亩稻田

施肥和2万多亩精养鱼池投放化肥
和饵料，一到雨季，这些溢满的污
水直接向珊珀湖排放。这种恶性循
环带来的水污染问题，成为中央环
保督察组交办的重点督办件 ,并列
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重
点问题交办清单。

陈恢清表示，现在是珊珀湖治
理的关键时期。 要高度统一思想，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贯彻十九
大精神， 雷厉风行完成治理任务，
造福安乡百姓； 要咬定目标任务，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时间
节点和要求， 确保2017年水质达
到 IV类水质、2019年达到Ⅲ类水
质， 并对珊珀湖水质每周监测、及
时报告；要科学组织实施，根据长
期和短期目标科学有效制定措施，
今年启动截污控源、 补水换水、生
物净化等治理措施，争取短期水质
有明显好转，明年开始启动清淤扩
容、基础配套、生态美化工程，高标
准地规划，形成常态管理，完成长
效治理；要形成工作合力，组织最
强的领导力量、 严密的进度控制、
足够的施工队伍、 明确的工作责
任、严厉的执法手段，全力打赢珊
珀湖水污染治理这场硬仗。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左德明）今天15时，沅
江市渔政站执法二中队执法人员来
到塞南湖，查获“电胡须”船4艘，依
法没收电捕工具4套， 没收非法捕
捞的渔获物200公斤。

电力捕鱼是采用高压、 强电
流作业， 将一定范围内大鱼、小
鱼及其他水生生物都一起电晕或
电死， 对水域内的生态平衡造成
不可逆的损害。沅江市自10月份
开展“飓风” 行动， 采用水上巡
查、路面巡查、蹲点守候等方式，
严厉打击电捕鱼等违法行为，并
积极受理群众举报。 至目前，共

查处电鱼船69艘， 依法没收电捕
工具69套， 其中电鱼机发电机组
49套 、电拖网 13铺 、背包式电鱼
器7部；教育、处罚违法违规人员
135人，其中行政处罚67人，移送
公安刑拘2人， 行动取得阶段性
成效。

下一步， 沅江市渔政站将继
续联合公安部门， 加大巡湖检查
和打击处罚力度， 健全完善常态
长效执法管理机制； 加强渔业法
律法规宣传教育， 努力提高广大
渔民群众的守法自觉性， 切实保
护洞庭湖渔业资源和湿地生态环
境。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肖祖华 ）今天上午，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
邵阳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省文
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禹新荣作宣
讲报告。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主
持报告会。

禹新荣从十九大的主题和主要
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过去五年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等
方面进行宣讲。 他还结合邵阳实际
情况， 深入解读如何让十九大精神
落地生根。

“邵阳面临发展的重大机遇。”
禹新荣表示，十九大报告中“区域

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精准
扶贫”等重大部署，对邵阳市都是
重大利好消息。 邵阳是农业大市，
特色农产品、旅游资源、文化资源
丰富， 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稳
中求质量，稳中求效率。

龚文密在宣讲会上表示， 邵阳
市将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十九大精
神上来，凝心聚力，全力推进“两中

心一枢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扶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奋力走好
新时代的新征程。

今天下午， 禹新荣还来到邵阳
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 参加邵阳
市文体广新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座谈会。 禹新荣勉励文艺工
作者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创
新作、出精品。

“邵阳面临发展的重大机遇”
省委宣讲团在邵阳宣讲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肖洋桂）今天下午，省委宣讲团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在常德市柳
叶湖管委会举行。党的十九大代表、
省委宣讲团成员、 湖南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李民教授作宣讲报告。 受赴
京参加全国精神文明表彰大会的常
德市委书记周德睿委托， 常德市委
副书记、 代市长曹立军主持宣讲报
告会。

李民从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和主

要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
就和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
战略部署、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战略部署、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等方面，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了深入系统的讲解。

“道路变宽敞了，穿紫河、白马
湖都变漂亮了， 常德这几年变化太

大了。”当天下午，李民还来到七里
桥社区， 从自己切身感受入题，用
“新成就、新时代、新思想、新战略、
新作为”五个“新”，向社区干部群众
简明扼要宣讲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入新时代，老百姓会有什么
实惠？”“尽管比以前好了很多，但现
在仍然看病难， 今后就医会有什么
变化？”“十九大之后，教育会有什么
变革？”社区干部群众一个接一个提
问。“新时代更有新作为。”李民结合

自身工作经历和对十九大精神的理
解，通过具体的实例一一作出回答，
让现场社区干部群众信心满满。

曹立军要求全市上下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真正
学深学透，抓好宣传宣讲，做到落地
落实，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实到实施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的
具体行动上，让十九大精神在常德各
个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时代更要有新作为”
省委宣讲团在常德宣讲十九大精神

“背水一战”治理珊珀湖水环境
确保2019年达到Ⅲ类水质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沅江“飓风”行动捕了不少“鱼”
查处电鱼船69艘，刑拘2人

11月16日，长沙市首个“党章文化园”在芙蓉区东湖街道龙马社区建成
开放。“党章文化园”内，社区建筑物墙面、行道两侧以及护栏上都成为了宣
传党建知识、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展示新修订的《党章》内容以及红色奉献
故事的宣传窗口，行步间知党史、学党章，让辖区群众受益匪浅。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刘晓凤 摄影报道

长沙市首个“党章文化园”建成亮相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贺威 易禹琳）今天，省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研究室和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分别举行省委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报告会，由党的十九大代表、
省委宣讲团成员朱建纲作宣讲报
告。

在这两场报告会上， 朱建纲均
从报告原文出发，围绕“五个一”，即
一个领袖———习近平总书记， 一个
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一个判断———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转变， 一个部署———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一个工
程———全面从严治党，阐明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理论精髓与核心要义。他指
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贯穿十九大报告的灵魂，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党治国理政新
境界和管党治党新境界， 是我们党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

九大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
想光芒， 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光芒，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一
定要读原著、悟原理，做到学懂弄通
做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
长，办公厅党组书记王群主
持了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
研究室举行的报告会。他强

调，要坚持多读原著、多悟原理，切
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努力
以学习的新深入增创能力的新提
升、事业的新发展，努力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积极贡献。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黄
巍 通讯员 杨华军)11月16日下午，
省委宣讲团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报
告会在怀化市委礼堂举行， 省委宣
讲团成员、 省政府副秘书长欧阳煌
作宣讲报告。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
主持报告会。

欧阳煌从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和
主要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过去5年的历史性

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
面，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系统
深入的讲解。 欧阳煌还结合自己的
体会， 结合湖南、 怀化改革发展实
际，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延伸
解读。

“宣讲报告围绕‘怎么学’‘怎
么看’‘怎么办’， 对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行了全面解读， 很有政治高
度、理论高度、思想新度、实践厚度
和生活温度，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
报告。”彭国甫表示，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原原本本学、 带着感情学、追
根溯源学， 悟透十九大精神的实
质，确保十九大精神在怀化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当天， 欧阳煌来到麻阳谭家寨
乡楠木桥村，就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当
地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座谈交流。现
场提问踊跃，气氛热烈。针对提出的
问题， 欧阳煌一一作了解答。“乡村
振兴战略意义重大， 说明党中央高
度重视‘三农’工作。”楠木桥村党员
杨生说， 他对未来美好生活更加有
信心了。

“五个一”引领学懂弄通做实
省委宣讲团在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研究室和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宣讲十九大精神

“怎么学”“怎么看”“怎么办”
省委宣讲团在怀化宣讲十九大精神

�荨荨（紧接1版）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湖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决定（草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关于省第十二届人大七次
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
联络工作委员会关于省第十二届人

大七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办理和督办情况的报告；审议《湖
南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修正案
草案·三次审议稿）》《湖南省水上交
通安全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湖
南省森林公园条例（修订草案·三次
审议稿）》《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草案·三次审议稿）》《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办法（草案·三次审议稿）》；
审议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湖南省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
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湖南省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税额的决定
（草案）》；审查批准《衡阳市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湘潭市历史
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岳
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条例》
《益阳市安化黑茶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永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浦
市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管理条例》；审
议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会议还听取了需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文
件和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120次主任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