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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吴卓敏 袁鹤立)5月15日，益阳市资
阳区河道专业打捞队队员驾驶2艘保洁
工程船，穿梭在资江三桥段水域和资阳大
桥段水域，清理水面漂浮的垃圾。不到两
小时，两处河段的垃圾被清理干净。这是
资阳区有力推进河道长效保洁的一个生
动镜头。

资阳区建立沟渠库塘管护长效机制，
明确当地党政班子成员为辖内沟渠、库塘
等水体第一负责人，村支部书记为直接责
任人， 包村水利技术人员为技术负责人，
党员组长为管护人员， 确保沟渠水流畅
通，水面无漂浮物和水生植物，沟渠内无
捕鱼围网；沟渠边坡无高秆杂草、杂树、菜
土和生活垃圾；发现电捕鱼现象及时制止
和举报；发现畜禽养殖污染物直排及时举
报。并成立组建了一支120余人的河道专
业打捞队伍，队员多为当地党员，分区域
对长春垸和民主垸水域，每周一次、每次
两天拉网式清理，并对人流、车流大的城
区段和大桥段水域定点定时清洁，将打捞
上岸的垃圾清运至指定的垃圾填埋点或
处理站集中处理。 自今年3月份以来，这
个打捞队共打捞处理资江资阳段水面垃
圾约150吨，清除河道障碍物35处。

为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护河行动中
来，该区还组建了一支由750余名基层水
利站党员、 当地群众等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 积极开展护河宣传和垃圾清理活动，
促进河道沿线绿化、美化。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李建辉 吴丽旋

近几个月， 益阳市民李泽洲养成了一
个习惯，晚饭后到资江风貌带漫步一段，吹
吹风，听听水流声。他尤其喜欢入夏后的资

江夜景：头顶星空灿烂，脚边绿草成茵，微
风吹动江水波光粼粼……

资江风貌带位于益阳市中心城区，集
防洪保安、棚户区改造、城市交通、生态观
光、休闲健身于一体，项目全长12.3公里，
总建设用地1008公顷。“按照‘海绵城市’

标准建设风貌带，实现生态修复和景观功
能有机结合，使资江成为一条会呼吸的河
流。”5月15日，“美丽中国长江行———共
舞长江经济带·生态篇” 网络主题活动益
阳站采访团来到资江风貌带， 益阳市资江
风貌带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义松向
采访团介绍。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认识了李泽洲。
李泽洲说，他很喜欢“会呼吸的河流”这

句话。2015年10月， 资江风貌带项目启动
时，他还住在岸边棚户区。 荩荩（下转6版）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廖艳霞 谭文强）5月16日10时许， 湘潭市岳塘
区五里堆街道学卫社区网格员严晓接到手机报
警信息， 信息显示湘纺中学南楼点位的污染物
浓度值达到65，明显高于周边。根据指引，严晓
迅速查找到污染源， 并通过空气质量精细化管
理监控平台，将情况反馈到市环委办。随后，相
关部门督促工地项目经理更新老化绿网。 一场
大风导致的扬尘污染仅用1个小时就得到遏制。

自今年3月底以来，湘潭市环保局在全省率
先启动空气质量精细化管理监控平台，100个
空气监测小微站投入使用，100多名网格员每
天奔走在环保一线，打通大气环境监管的“最后
一公里”。

空气监测小微站， 就是在一个点位布设一
台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设备， 实时监控空气中
PM2.5、PM10的浓度， 并将监测数据传送到手
机APP上。 湘潭市环委办综合室负责人王兵介
绍，目前，市城区每500米×500米的范围布设
一个小微站， 各县市区政府和园区明确一名区
级领导为总网格长，乡镇长为网格长，下设若干
网格员。

像严晓这样的网格员，全市已有100余名。
他们通过专业培训后上岗， 不时打开手机APP
查看小微站点大气质量情况，开展机动巡查。同
时，市环境监察支队每天派出4支队伍对网格报
警点周边排查， 强化对重点涉气污染源的执法
监察。

依托高科技手段和网格化管理实施精准打
击，让大气环境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目前，湘潭
市环境监察支队利用该平台已查处10余起涉
大气类环境违法行为。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
员 王建军 文梅）“绝版峰林风光， 多彩民俗风
情，张家界太美了！”5月中旬，澳大利亚、韩国等
21个国家驻港澳领事考察访问张家界，称赞这
里不愧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令人神往。据统计，
今年1至4月，张家界接待境外团队游客13万多
人，同比增长38.02%。

近年来 ,张家界实施“对标提质、旅游强
市”战略 ,加快旅游国际化进程。张家界荷花
机场开通了港、 澳、 台3条地区航线和韩国、
泰国等17条国际航线， 张家界航空口岸开放
落地签证，投入运营机场免税店、国际货站，
开工建设国际公用保税仓，铂尔曼、希尔顿等
国际品牌酒店先后入驻。 张家界还入选全国
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目前共有国家级旅游
景区21处、旅游星级饭店达36家，日住宿接
待能力近15万人。

同时，张家界创新营销方式，通过举办国
际旅行商大会、 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观测点
培训、国际翼装飞行锦标赛、黄龙音乐季等国
际会议和活动，提升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美
国纽约时代广场上“张家界地貌”定期呈现，
并在脸书、 推特等全球知名新媒体平台常年
推广。据悉，仅去年，就接待37批次境外旅行
商、媒体、旅游达人考察踩线、拍摄节目和旅
游体验等。

去年7月17日，“中国张家界（阿斯塔纳）
丝路驿站”在哈萨克斯坦揭牌，这是张家界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立的首个丝路驿站。
目前， 张家界已建立丝路驿站3个。 同时，建
立友好城市19个， 友好院校、 友好公园等6
个，并正式成为亚太旅游协会会员、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和联合国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
点，现在正打造“一带一路”国际特色小镇，
计划在今年举办第三届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
（张家界）峰会。去年，张家界共接待境外游
客356万人次，境外客源国家和地区达到109
个。

张家界境外客源
国家和地区达109个

1至4月接待境外团队
游客13万多人， 同比增长
38.02%

空气监测“微站”
环境治理“哨兵”

湘潭市在全省率先启动
空气质量精细化管理监控
平台

资阳区长效
保洁护清波

听到资江的“呼吸”
——一位益阳市民资江风貌带体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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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纠“四风”治陋习树新风
专项工作方案

打通农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

在“诗乐相将”中焕发生命的芳香

■社情民意

■湘江周刊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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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5月 17日 电 中共中央
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一书，17日由学
习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
店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三十讲》，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分三十个专题，全面、
系统、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科学体系、丰
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强调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
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号召进一步
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新高潮，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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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
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的通知。全
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
位并写进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
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

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
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经党
中央批准，为推动进一步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高潮，更加
自觉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以下简
称《三十讲》）。《三十讲》以“八个明确”和
“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分
三十个专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
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
要求，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辅助读物。

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
求，组织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原文原著，用好《三十讲》这一重
要辅助读物， 深入理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树立“四
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上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各级党委讲师团要组
织好面向党员和群众的宣传宣讲活动，各级
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作为干部教育
培训的重要内容，各高等学校要作为师生理
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进教材、进课
堂、进师生头脑。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日前，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会议，专
题听取全省意识形态工作边巡视边整改情
况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相关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意识
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立
行立改、边巡边改，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唱响主旋律、筑牢
主阵地、建强主力军、打好主动仗，确保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地。

省领导乌兰、蔡振红、谢建辉出席。
会上，省直宣传文化系统有关单位介绍

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边巡视边整改
工作情况，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意见
建议。在听取情况汇报后，杜家毫就做好当

前我省意识形态工作边巡视边整改提出了
明确要求。

杜家毫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 就做好意识
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作
为根本遵循，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 切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
面领导， 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
领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筑
牢思想文化基础。

杜家毫强调，要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压实各级党委 (党组 )主体责任

和党委 (党组 )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把意
识形态工作作为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强
化督查检查和考核问责，形成各级党组织
主动抓、经常抓、合力抓意识形态工作的
良好局面，确保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
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各级领导班子特别
是主要领导干部要着力在思想认识、政治
素养、领导方式、业务能力上补短板、强弱
项，切实增强政治坚定性和敏锐性，不断
提高驾驭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局面的能力，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
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围
绕中央精神和省委中心工作， 唱响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持续提升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抢占舆论传播制高点， 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要认真分析研究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注重创新引
导方式、改进管理手段，敢于引导、善于引
导，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确保社科理论、新
闻舆论、文艺出版、民族宗教、高校、网络等
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可管可控，切实维护意识
形态安全。要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认真
学习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经验，正确处理好坚
守党的意识形态主阵地与运用市场化手段
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促进全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要着力加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自身
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之以恒
纠“四风”、改作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杜家毫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立行立改 边巡边改
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地

乌兰出席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习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5月 17日，
长沙市开福区楚
家湖，水清岸绿，
景色宜人。 这里
曾是长沙市的一
处黑臭水体，经
过整治后， 已变
成了亲水宜居之
地。去年以来，长
沙市完成了 88
处黑臭水体的整
治， 让人居环境
得到显著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昔日臭水沟 今日亲水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