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

2月9日， 循着盘山公路进入冷水江市锡
矿山地区，以往污水横流、废渣乱堆的现象已

经绝迹。举目望去，昔日的“戈壁滩”被连片的
草皮和苗木所覆盖， 绿水青山再次回到了这
片百年矿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无序开采、粗放冶

炼，让锡矿山地区的地质环境、水资源环境、
大气环境、生态环境等遭到了严重破坏。锡矿
山地区被纳入全国38个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
区域。 荩荩（下转7版）

百年矿山披“绿装”
———冷水江市锡矿山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见闻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周帙恒 刘勇 沙兆华 周小雷 ） 连日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等省领导分别走访慰
问驻湘部队广大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
全省人民， 衷心感谢驻湘部队过去一年为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向驻
湘部队指战员、武警官兵，全省烈军属、残
疾军人， 军队离退休干部和转业复员退伍
军人，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佳节的美
好祝福。

杜家毫与副省长陈文浩来到省军区，
看望慰问部队官兵， 并与黄跃进、 冯毅、
郭辑山、喻军、许凤元等省军区领导座谈。
杜家毫希望省军区紧紧围绕新时代强军目
标， 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全军
的核心地位，努力建强各级军事机关，聚焦
备战打仗，继续深化改革，持续正风肃纪，
依法规范治理， 扎实推动集中统一于安全
稳定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奋力开创省军区
建设发展新局面。要继续发扬服务大局、支
持地方、参建参治的优良传统，积极组织协
调驻湘部队和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投身湖
南改革发展事业， 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

许达哲与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冯毅，
副省长隋忠诚， 省政协副主席彭国甫来到
怀化市， 看望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96603
部队官兵。许达哲说，国家安全才有社会稳
定和百姓安宁。过去5年，湖南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
的答卷， 其中就有广大驻湘部队官兵作出
的重要贡献。 希望部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
军思想，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聚焦备战打
仗主责主业，深化实战化训练，高标准遂行
重大军事任务， 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
军民关系， 构筑好保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钢铁长城。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省军区
副司令员郭辑山走访慰问了武警湖南省总
队和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 陈向群向部
队官兵通报了过去一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衷心感谢部队在抗灾抢险、维护稳定
等方面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的
重大贡献。他向部队官兵送上新春祝福，并
希望部队一如既往支持湖南发展。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省
军区副政委喻军来到省消防总队、省公安厅
警卫局， 向全省消防官兵和警卫干警致以
节日的祝福。 黄关春鼓励广大消防官兵再
接再厉， 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底
线，严防小火亡人事故发生，为湖南平安稳
定再作新贡献。在省公安厅警卫局，黄关春
要求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打造一支讲政治、
忠诚担当、本领过硬的干警队伍。

副省长隋忠诚和省军区副政委许凤元
走访慰问了省边防总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95209、95333部队。隋忠诚表示，湖南过去
一年取得的突出成就， 离不开部队在维护
安全、抗灾抢险、扶贫攻坚等方面作出的重
大贡献， 祝愿部队官兵新春快乐、 阖家幸
福，希望部队进一步拓宽军民融合领域，继
续大力支持湖南发展。

受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委托，省民政
厅和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负责人带队， 走访
慰问了驻长75841部队及部分残疾军人、
军队离退休老干部、 老复员军人等重点优
抚对象。在省荣军医院，慰问组一行看望了
在该院集中供养的残疾军人， 希望医院不
断改善服务条件，提升服务水平，让残疾军
人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温暖。

走访中， 杜家毫、 许达哲等省领导表
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党管武
装工作， 始终继承和发扬湖南人民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更加注重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 更加注重履行国防动员
主责，更加注重抓好优抚安置工作，更加注
重密切军政军民团结， 努力为驻湘部队和
广大官兵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持。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贺佳）一元周
复始，万象景更新。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在
长沙举行2018年春节团拜会，向全省各族人民
拜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
团拜会上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储波，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
陈邦柱，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
任委员孙文盛，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
任周伯华，以及李微微、乌兰、胡彪、杨正午、
刘夫生、王克英、陈向群、黄关春、黄兰香、
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冯毅、
李江、刘莲玉等领导和老同志出席团拜会。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
府、省政协、省军区，向全省各族人民，向广大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离退休老同志，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
团体，向驻湘部队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

警， 向所有关心支持湖南改革发展的湘籍港
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和海内外各界
朋友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祝大家新春愉快、
工作顺利、阖家欢乐、幸福吉祥。

杜家毫说，2017年， 我们在砥砺奋斗中走
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全省
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脱贫攻坚让不少贫
困群众温饱不愁、住上了砖瓦房、用起了互联
网，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唤起了人们对童年时
青山、绿水、蓝天的美好回忆和新的努力，全面
从严治党赢得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喝彩。我们
走过的这一年， 给新时代注入了新的历史荣
光。2018年，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更加扎实地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更加
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有效地打好“三大攻
坚战”，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深入
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实一

些、更好一些，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让湖南这
片红土地上的人民生活更舒心、工作更顺心。

杜家毫最后说，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负春光、
扬鞭奋进，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奋
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出席团拜会的还有：副省级以上领导和老
同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
书长和副秘书长，省直、长沙市政府、部分中央
在湘单位主要负责人，驻长团以上独立军事单
位军政主官，部分在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黄埔同学会主
要负责人， 无党派知名人士和港澳台同胞、侨
胞，以及民族、宗教、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劳模、工人、农民、公安、武警、烈军属等社
会各界代表，在长本科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

团拜会上， 省会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
节目。

� � � � 新华社成都2月12日电 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来到驻四川
部队某基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看望
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
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
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强调，要认
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
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
展，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 和风送暖，处
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
某基地发射场。他一下车，就前往发射工位。
高大的发射塔架巍然伫立，十分壮观。习近平
边听介绍，边看发射场布局说明图，详细了解
发射场结构功能，不时询问有关问题。工作人
员介绍三号发射工位功能齐全， 可以发射多
种型号火箭和航天器， 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
多个第一，习近平点头称赞。不远处的二号发
射工位已执行数十次发射任务， 按计划将于
近日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指挥大厅内， 基地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 习近平很关心北斗三号卫星发射任
务准备情况，特意来到这里看望大家。看到
习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全体起立，报以热
烈掌声。 习近平同工位上的官兵一一握手，同
科技人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每名同志的科研
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到大家扎根山沟、献身航
天，取得多项发明专利，习近平露出赞许的目
光。习近平了解了卫星发射准备工作，叮嘱大
家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将至，习近平对基层官兵十分牵挂，
他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部队， 向官兵及其家
人致以新春祝福。海水拍打着礁石，溅起浪

花朵朵。习近平同西沙某测控点官兵通话，海
岛环境能不能适应， 过年准备得怎么样……

习近平问得很具体。 得知岛上驻防条件比较
完善，春节期间安排了包饺子、卡拉OK、棋牌

和球类比赛，习近平很高兴，叮嘱要安排好节
日期间战士们的生活， 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滨海某发射测试站椰风习习，部队
官兵精神抖擞在发射塔架下列队集结， 通过
视频向习主席拜年。习近平向他们表示感谢，
勉励他们牢记肩负使命，锐意改革创新，争取
更大成绩。

离开指挥大厅， 习近平来到一处技术厂
房，通过展板详细了解基地发展历程情况，对
基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
分肯定。 习近平亲切接见基地所属有关部队
副团级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
调，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
定航天强国信念，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航天
精神，创造更多中国奇迹。要强化打赢本领，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深化战法训法研究探
索，提升航天发射和作战能力，融入全军联合
作战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
国提供坚实支撑。要强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
转型发展，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加强核
心关键技术攻关，保持国际竞争主动权。要强
化政治保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抓好各级党
组织建设，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全面从严
教育管理部队， 确保部队绝对忠诚、 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

12日，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雷霆万钧
之势拔地而起， 将北斗三号卫星成功发射到
浩瀚太空。基地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实现了
筑梦九天的又一次胜利进军， 向祖国和人民
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新春祝福。

12日下午， 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了驻
蓉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官，
同大家合影留念。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四川部队某基地官兵

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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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驻蓉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官。 新华社发

省委省政府举行2018年春节团拜会
杜家毫讲话 许达哲主持

� � � � 杜家毫许达哲等省领导分别走访
慰问驻湘部队官兵

在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冒蕞 刘笑雪）今天
是农历腊月廿七，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
长沙看望慰问信访干部、 交通民警和消防官
兵，检查春运安全和消防安全，代表省委、省
政府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及其家人致以
新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省领导黄关春、许显辉，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参加。

许达哲首先来到省信访局，走进视频接
访室及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办信处与网
络信访处，详细了解去年接访量、实际解决
比例与群众满意度。“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多
了解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许达哲
勉励大家提高政治站位，让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信访系统入脑入心、落地生根。他说，要

坚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手持群众这把“尺子”，肩扛公正这架“天
平”，进一步消化信访存量，减少信访增量，
畅通群众信访渠道， 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多
措并举加强信访系统基层组织建设，为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氛围。

荩荩（下转3版）

“给坚守在一线的同志们和家人拜年了！ ”
许达哲看望慰问一线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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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香港大埔
重大交通事故遇难者表示哀悼

习近平就俄客机坠毁事件
向普京致慰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