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首尔1月7日电 韩国统一部7
日表示，朝方当天向韩方通报了参加韩朝高
级别会谈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前一天，韩国
政府已向朝方通报韩方代表团成员名单。

据韩国媒体援引统一部官员的消息
说， 参加韩朝高级别会谈的朝方代表团
团长为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
李善权。此外，朝方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祖
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 体育省副
相、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部长、民族奥林
匹克组织委员会委员等4人。

韩方派出的代表团团长为统一部长
官赵明均。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统一

部次官、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国务
总理室审议官、 平昌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组委会企划事务次长等4人。

韩国政府2日向朝方提议9日在板门
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就朝方代表团
参加平昌冬奥会、 南北关系改善等共同
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韩国统一部5日确
认，朝鲜同意9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
平之家”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 美国总统
特朗普6日说，愿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展开有条件对话。他表示，希望韩朝两国
将于9日举行的会谈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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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长江经济带覆盖面积约占全国的
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
搞好长江大保护，不能各自为战，必须坚
持一盘棋思想，在“共”字上做文章。

2017年6月30日，首届长江上游地区
省际协商联席会议在重庆召开，重庆、四
川、云南、贵州四省市审议通过《长江上
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实施细则》。

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湖南在湖泊
保护与生态修复中也加强合作， 联合执

法打击在长江干流非法建设码头、 非法
采砂、非法捕捞。

尽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在
实践层面， 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却依然
存在。

以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2017年
12月22日向四川反馈的督察意见为例。

督察组认为，长江部分支流水环境“形势
严峻”。具体而言，长江干流四川段、金沙
江、 沱江、 岷江、 嘉陵江等五大流域约
30%的监测断面水质不达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
认为， 沿江各地在做好各自分内工作的
基础上，要尽快推动生态利益补偿机制、
特别是横向补偿机制的破题，否则，长江
经济带难以真正成为有机主体。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从历史兴替中

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
大原则。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
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
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
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着眼百年
大党的使命担当，深入阐述了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
一以贯之的重大问题，具体而深刻地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
风险挑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深沉的忧患意识，体现高远
的战略视野，为全党同志上了居安思危的重要一课。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多次用“木桶原理”警示全党
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总书记的这些告诫和
警示，其根本含义就在于，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
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
险。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曾多次被打断，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历史警示。古人讲，“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今
天，我们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面临这样
那样的风险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处理不当都会对我国发展进
程产生重大冲击和干扰。“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我们
必须有这样的底线思维，不断增强忧患意识，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充分做好防范和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的各项准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
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
也有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自然灾
害等方面列举了诸多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 充分体现了我们
党对风险的预判力与把控力。 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
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面对波谲云诡的国
际形势、 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 全党同志务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既要有防范风
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
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
略主动战”，切实提高我们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谷防饥、曲突徙薪，方
为上策。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
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
战，我们就一定能从容应对挑战、赢得战略主动，引领承载着
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 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载1月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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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623�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26岁的巴西球星库蒂尼奥正式从英
超利物浦队转会至西甲巴萨罗那队，合
同价值1.6亿欧元，约12.5亿人民币。此价
格也意味着库蒂尼奥成为了巴萨历史上
的最贵引援。

巴萨在官方公告中称：“库蒂尼奥与
巴萨签订了5年半的合约，毁约金将达到

4亿欧元。”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巴西人的转会

费为1.2亿欧元的固定费用加上4000万
欧元的浮动费用，总金额达到1.6亿欧元，
因此他也超越了转会费1.5亿欧元的登贝
莱，成为了巴萨历史上的最贵引援。世界
足坛上， 他的转会身价也仅次于2.2亿欧
元的内马尔和1.8亿欧元的姆巴佩。

� � � �这是2017年5月8日航拍的贵州省乌江特大桥。贵州省借力大数据实现跨越式发展，依靠大生态守住长江上游屏障。 新华社发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城市安全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 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要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坚持立足长效、
依法治理，坚持系统建设、过程管控，坚持统筹推动、综合施策。
到2020年，城市安全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建成一批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在深入推进示范
创建的基础上，到2035年，城市安全发展体系更加完善，安全
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
的安全发展城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
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
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 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

1.6亿欧元！库蒂尼奥转会巴萨

韩朝高级别会谈代表名单确定

守护“绿水青山”
严防“山穷水尽”

———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两周年综述

� � �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两年来，从巴
山蜀水，到江南水乡，各地努力践行“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幅清江水、
绿岸线的图景徐徐展开。

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湖南在湖泊保护与生
态修复中加强合作， 联合执法打击在长江干流非
法建设码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

� � � �上有万仞山， 下有千丈水。 湖北宜
昌，借助便利的航运条件、丰富的磷矿资
源，这座中部城市经济一度高速增长，却
落下个“化工围江”的坏名声。

怎么破？唯有壮士断腕。
初冬时节， 记者溯江而行， 目之所

及，一片绿色。“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地方
之前是黑码头。”宜昌市常务副市长袁卫
东指着车窗外说，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
的反馈意见， 省政府下达宜昌市长江干
线非法码头治理任务78家，其中，取缔49
家、规范26家、提升3家。

实际上， 宜昌取缔非法码头的数量
达151家。

不光是取缔，拆除生产作业设备后，
宜昌积极植树复绿， 总面积47.7万平方
米，修复生态岸线25公里。

在距离长江大约500米的三新磷钙
有限公司， 一批已经拆除的设备堆在空
地上。 宜昌市猇亭区区长杨卫华坦言，
2011年引进这家公司， 是为了更好利用
低品位磷矿，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家工厂
在一定时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在新时
代背景下，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生态
角度，其被关停是必然的。”

仅仅宜昌，仅2017年，就有25家沿江化
工企业“到了站”，而这只是该市沿江一公
里内化工企业“清零”3年行动的第一步。

在古城泸州，一场清除非法码头、保
护饮用水水源地的行动，正“酿造”着整
座城市的幸福感。 泸州市南郊水业有限
公司经理唐代强告诉记者， 之前去江边
清理垃圾，每回都能拎回几大袋垃圾，现
在拎个小桶去就行。

放眼整个长江流域，6项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行动犹如利剑出鞘，959座“黑码
头”全部被拆除、其中809座完成生态复
绿，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928个黑臭
水体整治已开工826个、完工498个……

“两年来，最深刻的变化是理念的转
变。”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感慨，无论干
部群众，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
深入人心，成为共识。

� � � �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两
年来，长江沿线各地围绕“加减快慢”、围绕
“宜”字，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一些进展。

长江上游，云南，洱海。流域“两违”整
治行动、村镇“两污”治理行动、面源污染减
量行动、 截污治污工程提速行动……由
此，2017年1月至10月，有一半的月份水质
达到II类标准， 较2016年同期增加1个月

份；10月份洱海水体透明度升高至1.9米，
达到2000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长江中游， 湖北， 武汉。 汉阳六湖连
通、 大东湖生态水网等工程已经取得阶段
性进展， 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 中心
城区污泥处理能力达到1600吨/日， 300

余家化工企业全面停产外迁及厂区搬迁腾
退。

长江下游，上海，崇明岛。为打造体
现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岛特色的世界
级生态岛，上海规划先行，制定发布《关
于促进和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
决定》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加减并举，
严格管控生态空间，划定生态红线。

2 加减快慢“宜”为重

3 “共”字打头抓保护

从黑码头到绿岸线1

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
防范风险挑战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

特朗普表示愿与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