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于振宇）日
前，我省出台《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检察
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

《意见》指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
定》，自2017年7月1日起，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
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
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
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的， 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
责的，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

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
下，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不得插手干预检察机关依法
开展公益诉讼

《意见》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充分认识检
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对于维护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善公益保护体系、规范行
政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
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接受司法监督的自觉性，
积极支持和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

《意见》强调，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切
实贯彻执行认真落实中央有关规定， 不得插
手、干预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积
极支持检察机关排除、抵制不当干预，相关情

况要纳入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检查内容。
各有关行政执法单位要完善行政信息共享机
制， 为检察机关获取行政执法信息和数据提
供便利条件，对于检察机关调阅执法案卷、档
案和其他资料，调查了解情况、收集证据要大
力支持和配合。 要加强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的经费保障。有关部门要与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一同研究建立健全民事公益诉讼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不落实检察建议致公共利益
受损扩大将追责

《意见》强调，各级行政机关要以落实诉
前检察建议为抓手，完善相关办理机制，严格
执法， 切实担当起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和使命， 形成公共利
益保护的合力。 荩荩（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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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13日同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
拉互致贺函，庆祝两国建交一周年。

习近平在贺函中指出，去年6月，中国
同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
关系新纪元。去年11月，你成功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我们就中巴关系全面发展进
行共同探讨和规划。 在双方精心培育下，

中巴关系发展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 事实
证明， 中巴建交是双方登高望远作出的正
确政治决断， 得到两国人民一致拥护。我
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努
力，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
原则， 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使中巴关系
枝繁叶茂，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
巴雷拉互致贺函

庆祝中巴建交一周年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周帙恒 唐
婷） 今天，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长沙召
开。省委书记杜家毫在会上强调，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进一步动员全省各方
力量，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奋力开
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主持会议，
省领导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
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刘莲玉等出席。

会议伊始， 杜家毫带领与会人员一起重
温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
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对湖南的亲切
关怀。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杜家毫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真正把生态系
统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保护好”“守护好一
江碧水”等重要指示精神，以“一湖四水”为主
战场狠抓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质量出现
可喜变化。但同时要看到，全省生态环保形势
依然严峻，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真正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学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悟出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定力，践出“功
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胸襟、境界和
担当，真正把加强生态环保作为践行“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更加扎实
有效地做好各项工作。

杜家毫强调， 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确保到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
险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以“一湖四水”系
统联治为重点，持续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一
号重点工程”和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加
强水源地水量、水质监控，加大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 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
板，着力解决水污染、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
问题。 以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为重
点，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重
污染天气污染源研究分析， 切实降低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量，着力打好蓝天保卫战。以固体
废物处置与加工利用为重点， 不断提升固体
废物专业化处置能力和环境管理水平， 着力
打好净土保卫战。 以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为重
点，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着力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杜家毫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统筹
协同打好“三大攻坚战”，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发展与环保协同共
进，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点，成为三湘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
为展现美丽湖南形象的发力点。 要严格落
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切实加强党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要求，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摆到
突出位置， 扛牢抓实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
责任， 答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一

历史性答卷。
许达哲强调，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武装头脑，做到入脑入心、学思贯通、知行合
一，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治担当，敢于
较真碰硬，抓好责任落实，依法依规治理，真
正把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加
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依托绿水青山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解决制约长远发展的瓶颈问
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增加优质
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 努力走好湖南特色的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子。要抓结构调整，加快
转型升级，促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农业
投入结构优化调整， 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
染；要抓治建并举，坚决遏制增量，逐渐化解
存量，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要抓重点带动，持续推进湘江保护和治
理“一号重点工程”，着力推进洞庭湖生态环
境整治工程， 推进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治
理，实施长株潭等地区大气同治工程，加强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强化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统一。要抓
城乡协调，整体谋划城乡生态布局和功能分
区，加快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坚持区域
协同、城乡并重 ,大力推进黑臭水体综合整
治，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强力推进
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要创新完善生态环
保体制机制， 深入推进环境资源监管制度改
革，强化落实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健全完善环
境保护责任体系， 加快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 推动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长召开

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奋力开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杜家毫许达哲讲话 李微微出席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刘笑雪）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
来湘推动友好省州关系发展的奥地利布尔
根兰州州长汉斯·尼塞尔一行。

许达哲对尼塞尔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
他说，湖南历史悠久、风景秀丽，农业资源丰
富、农耕文化发达，创新活跃、产业基础良
好，创造了超级杂交水稻、超级计算机等先
进科技成果，形成了工程机械、装备制造、新
材料等领先优势产业，当前正深入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致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与布尔根兰州于2000年建立正式友

好省州关系以来，合作势头良好，友谊不断
加深。我们愿同布尔根兰州一道，继续挖掘
和释放双方在科技、文化、教育、旅游、商贸
等方面合作潜能，更好造福两地人民。

尼塞尔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
与奥地利布尔根兰州存在许多合作契合点。
希望双方在友城交往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经
贸、农业、文化、旅游、能源、环保等领域合作，
促进两地企业交流，增进两地人民友谊。

奥地利布尔根兰州议会议长克里斯蒂
安·伊雷迪茨，副州长亚历山大·培赤尼克；
副省长吴桂英，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会见。

许达哲会见奥地利
布尔根兰州州长汉斯·尼塞尔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梁超）今天上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中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 在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相比时速100
公里商用磁浮1.0版列车， 其设计时速提升
到了160公里，并采用3节编组，最大载客量
可达500人。

这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 堪称世界首
列短定子直线电机快速磁浮列车。 研制中，

中车株机联合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国
防科大、西南交大、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洲电机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湖
南磁浮研制团队， 充分吸取其商用磁浮1.0
版列车研制和运营的丰富经验，保持现有轨
道形式不变，对车辆系统集成、牵引、悬浮、
受流、轻量化、制动等关键技术进行了创新。

荩荩（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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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列商用磁浮2.0版
列车在中车株机下线

时速160公里，载客500人

省政府出台《意见》

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陈潇）法
国巴黎时间6月12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宴会厅，洋溢着浓郁的中国美食文化风
情。400多位世界各国嘉宾应邀出席“感知
中国” 的压轴活动———中华美食品鉴晚宴。
佛跳墙、香辣罗氏虾、火宫殿小吃等数十道
中国经典美食惊艳亮相，各国嘉宾纷纷称赞
中国美食有“大国风范”。

“感知中国”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中国
驻法国大使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自
1999年以来已在法国、 美国等多个国家举
办，今年首次将美食融入其中。中华美食品
鉴晚宴活动由湖南日报社大湘菜报、华天集
团和酒鬼酒公司联合承办。 中宣部副部长、

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庄荣文，中国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大使沈阳出席活动。

据悉，大湘菜报接到任务后，经过一个
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推出了具有浓郁中国
特色的经典美食，涉及湘菜、粤菜、川菜、京
菜等菜系。湘菜堪称主力团队，冰火楼、火宫
殿、巴黎华天、徐记海鲜、湘水芙蓉等骨干企
业都派出了顶级厨师团队。

晚宴上，嘉宾边品美食，边看表演。火宫
殿现场制作刮凉粉、银丝卷，宁乡沙田包子
现场教外宾制作肉包子，冰火楼现场表演扇
面书法秀。中国味道频受点赞。来自黎巴嫩
的嘉宾纳迪姆说，几道菜就让他喜欢上了中
国，今后一定要多去中国。

中华美食香飘巴黎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湖南日报评论员

6月13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长沙
召开。 这是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 全面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的一次重大行动， 吹响了全力以赴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冲锋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刻回答了为什
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五大体系、
工作重点，既有价值观，也有方法论。一些名
言警句，老百姓已耳熟能详。如“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生态环境保护格
外关注，悉心指导。早在2013年11月，总书记
在湖南考察时，就引用毛主席“洞庭波涌连天
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诗篇，和范仲淹《岳阳

楼记》“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
青青” 的名句， 叮嘱我们珍惜得天独厚的条
件，“把生态系统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保护
好”。前不久，他在长江岳阳段考察时，又勉励
我们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一江
碧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自觉是自为的前提。
近年来，湖南积极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一湖四水”为主战场，以大气、水、土壤的
治理为重点，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7年，国家地表
水考核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达88.3%；14个
市州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93.1%，14
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比
2015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 ， 全省PM2.5和
PM10年均浓度比2015年分别下降 14.8%和
10.8%，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了可喜变化。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生态环境欠
账太多，积弊不少。在生态保护问题上，知行
不一， 或者行动落后于观念的现象还不同程
度存在，一些干部仍然没有从“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的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有的对搞景
观带很在行，对恢复自然生态不怎么上心；有
些环境问题的解决， 并不要高精尖技术和大
手笔投入，但就是迟迟到不了位；有的城区建
得很漂亮，农村还是脏乱差，污染“上山下乡”
“垃圾围城”现象还不少；有的地方没有把山
水林田湖草当做一个生命共同体对待， 保护
生态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种树的只管种
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凡
此种种， 都反映出一些同志对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学之不深、悟之不透，导致一些时候行
之不力，效果不彰。

当前，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
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一切的犹豫观望、畏
缩不前都要抛弃，一切的“穿新鞋，走老路”都
要丢掉，一切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都将被问
责，一切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都是犯罪。
唯有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 扎扎实实把生
态保护好，把环境治理好，才能仰不愧天，俯
不怍民。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来
——— 一论开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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