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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习近平写信勉励新近入党的
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
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 带动更多

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 邹伟 荣启
涵）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到会祝贺，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热烈。 主席
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悬挂的团
徽熠熠生辉，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
眺台上悬挂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壮丽青春篇章！” 巨型横幅。1500多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十八大代表， 肩负着
8100多万共青团员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9时3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
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贺军科宣布
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国歌、团歌。

随后，10名少先队员向大会献词。 他们
有的来自革命老区， 有的来自民族地区，有
的是勤学孝老的好榜样，有的是热心公益环
保的好少年。少先队员响亮的声音表达了对
美好未来的期待， 展现了立志全面发展，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准备的
决心。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乘新时
代东风 放飞青春梦想》的致词。王沪宁首先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各族青
年、 全体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
诚挚的问候。

王沪宁在致词中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十七大以来，共

青团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进共
青团改革，狠抓从严治团，各项工作实现新发

展，团干部团员面貌呈现新气象。广大青年自
觉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
展现出当代青年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 勇于
创造的生机活力、甘于奉献的优良品格、自信

开放的国际形象。
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 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 当代青年
重任在肩。 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谆谆教诲，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着力锤炼
高尚品格，不断增长能力才干，永远保持奋
斗精神，勇于投身创新创造，勇当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奏响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书记处第一
书记李玉赋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
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
华侨联合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大会致贺词。 贺词指出，
各群团组织要发挥各自优势， 加强相互支
持，密切团结协作，共同书写新时代党的群
团事业新篇章。

贺军科代表共青团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作了题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壮丽青春篇章》的报告。报告分为8个部分：进
入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和共青团； 强国时代青
年的历史使命；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领共青团工作； 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青春建功新时代；大力
促进青年发展；共青团改革再出发；全面从严
治团。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
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人民团体、
北京市负责同志， 部分在京离退休的曾在团
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领导同志， 首都各族各界
团员青年代表参加开幕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有
关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 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全
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和实践经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科学部署了历史
交汇期对外工作的战略布局和工作重点，是新时
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外事形
势以找准定位，准确把握“十个坚持”以提高统筹
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大局观、角色观，培养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贡献。要积极对接国
家对外战略布局， 充分发挥湖南特色和优势，对
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新高
地， 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下，不
断提升涉湘外事工作水平，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

作。要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外事工作方针政策，确保地方外事工作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会议指出， 下塞湖矮围反映出的种种问题，
说到底是政治站位不高、工作作风不实、执法监
督不力、责任担当不够，教训十分深刻。全省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
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敏锐性，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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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上来，做到党中央
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
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切实走好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路子。要继续深化整治工作，尽快恢
复湖洲原貌，修复湿地生态，严肃查处背后的
违纪违法行为。全省各级各部门都要坚持举一
反三、正本清源，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坚决彻
底整治环境污染问题，持续抓好中央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深入推进“一湖四水”系统联治工
作，坚决守护好绿水青山。

会议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抓住作风建
设这个关键。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抓紧研究制定我
省实施意见和配套政策措施，真正把责任、目标、
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三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要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扎实推进“五个一批”，不断
提高产业可持续性，帮助在外务工贫困人口精准
对接、精准稳岗；确保年内易地扶贫搬迁建房任
务基本完成，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
有关遗留问题；大力开发护林、保洁、护河、护路
等公益性岗位， 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倾斜；精
准识别兜底对象，坚决保住民生底线。当前，要加
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指导和
支持，优化政策供给，形成攻坚合力。要把更多能
力突出的干部配备到脱贫攻坚一线，分级分类抓
好培训，强化力量保障。要进一步关心关爱扶贫
干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批示精神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湖南日报评论员

前些日子， 随着下塞湖矮围被全
部拆除， 这个洞庭湖最大矮围的截水
捕捞功能被完全摧毁， 下塞湖河道高
洪水位时的行洪功能得到提升， 南洞
庭湖原有湿地生态调节功能有望得以
恢复。

全部拆除下塞湖矮围，省市高度重
视，措施得力，是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相关各
方坚决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有力彰显。

如果把洞庭湖比作 “长江之肾”，
非法矮围就像是“肾结石”。通过人工
筑堤和控水的手段， 矮围成为大规模
非法捕鱼的“帮凶”，严重破坏了湖区
生态多样性，也影响着行洪安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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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之
后，采取果断措施，打响下塞湖矮围全
面拆除“攻坚战”。

全部拆除下塞湖矮围， 是我省在
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上攻坚克难的
具体体现，释放了省委省政府以“一湖
四水”为主战场狠抓生态环境保护，奋
力开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
面的强烈信号。

解决环境积弊，破除生态顽瘴，需
要壮士断腕、 刮骨疗毒， 需要较真碰
硬、挺膺负责。下塞湖矮围地跨两市，
问题由来已久，各种矛盾交织，此前方
案也有了，通知也发了，也开展了一些
行动，但就是没有整治到位。反映出的
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政治站位不高、工
作作风不实、执法监督不力、责任担当
不够。进入新时代，生态环境成为关系
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
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一切与生
态文明建设要求不符的环境问题，再
也拖不得，耗不起了。迁延多年的下塞
湖矮围问题， 在空前的行动力度下一
朝解决， 既宣示了我省全力以赴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坚定决心， 也给今
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经验； 既是洞
庭湖最大矮围攻坚战的结束， 更是新
一轮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全新开始，具
有重大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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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生
态环保形势依然严峻。全省上下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走
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举一反
三，正本清源，坚决彻底整治环境污染
问题， 持续抓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坚决守护好绿水青山，答好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一历史性答卷。

深山苗寨，见证中老两党两国
交往的一段佳话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
主席本扬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扶贫
工作纪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志林 邢玲 刘勇
贺佳 曹娴 徐典波

一眼望不到头的泥堤平坦宽阔，没有一处建
筑，也没有一个人影。远处，水草中，偶有两三只
白鹭掠过，颇有些“水滩鸥鹭啄鱼欢”的味道……
6月25日， 沅江市漉湖芦苇场居民张志文乘船经
过下塞湖泥堤，不禁停了下来。

以前，这里是这样的———围堤横立，蜿蜒至

天际。堤内堤外，水不相亲，完全阻隔，堤外湖水
浩浩汤汤，而堤内芦苇一望无涯。

如今， 这里跟印象中大不一样———空气中，
隐约有着新翻泥土的淡淡味道。仔细瞧瞧，水、堤
相接处，已经冒出一些嫩绿的水草。张志文知道，
等到湖水涨起来的时候，内外湖完全连通，泡在
水里的泥堤上就会长满水草。水退后，这些水草
里的小鱼小虾会成为鸟类最喜爱的食物。

变化，源自22天前那场拆“围”之战。6月3日，

下塞湖矮围全面拆除“攻坚战”打响。至6月15日，
下塞湖18692.6米矮围、3座节制闸已全部拆除。
下塞湖矮围拆除，洞庭湖变得更加湖平水阔。

下塞湖矮围，不能再让人“心塞”
下塞湖地处益阳沅江市漉湖芦苇场陆地与

南洞庭湖岳阳市湘阴县最北端水域交汇处，整体
地形西高东低，涨水为湖、退水为洲。

荩荩（下转2版）

拆围，拆出一片湖平水阔
———下塞湖矮围拆除纪实

以实际行动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11版

6月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主
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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