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廖声田 田
育才 通讯员 李金 郑龙腾） 盛夏酷暑，张
家界环天门山的乡间村野成为当地游客避
暑首选。“每年接待收入至少是当年挖矿的
3倍多。”天门山麓昔日一废弃堆矿处，经营
“农家乐”的永定区官黎坪街道杆子坪村杨
元清告诉记者，当年一起开矿的村民，大多
转行向生态要红利。

永定区境内大小河流有266条， 森林
覆盖率71%，自然景观独特。10多年前，天
门山因镍钼矿非法滥采而满目疮痍，其它
乡村河道挖砂、 山体采石者随处可见。幸
运的是，2008年， 永定区果断决策摒弃

“卖矿经济”，并进行彻底整治。尤其近两
年，该区实施“旅游带动、绿色崛起”战略，
打造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核心服务区，提
质天门山，重振茅岩河，打造“苏木绰”，建
设“民族村寨、休闲度假、户外运动、生态
民宿”4条精品乡村旅游廊带， 依次辐射
打造了1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如今，永
定区旅游已经占据张家界旅游的“半壁
江山”，连续6年荣获全省旅游产业“十佳”
县区。

今年起，该区实施“绿色永定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重点抓好碧水守护、蓝天保卫、
净土攻坚、 大地增绿、 城乡洁净“五大行

动”。7月31日，记者在天门山下茅坪村锌镉
矿渣修复项目现场看见，边坡修复、土壤治
理、生态复绿等工程正有条不紊进行。永定
区环保分局局长黄颖彬介绍，项目完工后，
近30万立方米矿渣被清除， 将重新披上绿
装。目前，区内涉大鲵自然保护区的16家河
道采砂场被依法取缔，茅溪水库、澄潭水厂
网箱养鱼全部关闭，31家规模化养殖企业
完成粪污处理设施改造。

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算账，2008年全
区旅游收入只有20亿元，10年之后旅游收
入达335亿元，增长15倍多，今年有望突破
350亿元。

守护好一江碧水
———七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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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山水是湖南最靓的名片， 生态是湖南
最大的资源。“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
兰，郁郁青青。”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描绘
的美景， 承载着湖南人对诗意自然的亲近
与追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高度， 就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作出建设美丽中
国、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部署，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始终高度关注、 期望
殷切。2013年11月在湘考察期间，就指示湖
南“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真正把生态系统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保护好”。 今年4月在长江岳阳段
考察时，又叮嘱湖南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守护好一江碧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关于湖南
生态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为我省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这些年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引下，我省以“一湖四水”为主战场，扎实推
进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及洞庭
湖生态环境专项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决心
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都是以前没有过
的。但也应该看到，湖南作为农业大省、有
色金属之乡， 生态文明建设面临不少矛盾
和问题。比如，产业结构偏重，粗放式发展
累积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城乡生态环境
保护不均衡，污染“上山下乡”“垃圾围城”
现象不少；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求， 与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之间
的矛盾依然突出；有的地方污染防治不力，
甚至还在搞“黑色增长”，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有历史累积、发
展阶段等客观原因， 但根子还是对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学得不够、悟得不透，新发展
理念和正确政绩观树得不够牢、 践行得不
够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的“结”不解
开， 发展的局面就难以打开。“守护好一江
碧水”，首要前提在于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各级各部门都应从中学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 思想和行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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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和担当来，从根本上扭转“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建设天

蓝地绿水清土净的生态, 是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提出的战略目标 ， 也是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 “守护好一江碧水” 要求的具体抓
手。 从实践来讲， 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突出重点、扭住关键、综合施策，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湖南是长江经
济带重要省份，“一湖四水”联通长江、辐射
全省， 全省96%的区域都在长江经济带范
围内。必须扭住保护和治理“一湖四水”这
个重点， 以湘江保护和治理 “一号重点工
程”及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为抓手，统筹
推进四水流域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
资源保护、水安全保障。全面落实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以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为重点，解决好工业污染、燃煤、扬
尘、机动车等问题。按照“新账不能欠、老账
逐年还”的要求，坚持严格耕地保护与受污
染土壤修复治理“两手抓”，真正让百姓吃得
放心、住得安心；通过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把固体废物“吃干
榨尽”、变废为宝；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示范，发展垃圾焚烧发电，探索垃圾无害
化、资源化处理方式，打赢净土保卫战。

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 建设美丽乡
村，是扮靓美丽湖南的重要一环。现阶段，
我省农村污染仍比较突出， 不少地方群众
对垃圾围村、黑臭水体等问题反映强烈。要
以 《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为指南，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
机， 学习借鉴浙江等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经
验，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厕所粪污、生活污
水、养殖行业治理，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全覆盖，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为人民群
众留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

绿色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
道。守护好一江碧水、建设美丽湖南，必须
让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生活全过程、各
方面。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
经济增长的冲动。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保持定力，退出过剩产能、淘汰
落后产能，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生态环保业，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
“绿色含量”， 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科学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前生态文明建
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
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的窗口期。这是一个化茧成蝶、凤凰涅槃的
过程，也是一个为高质量发展清理好、打扫
好战场的过程。只要我们保持定力、稳扎稳
打，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就一定
能够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真正守护好
一江碧水。

永定区“卖风景”流金淌银
摒弃“卖矿经济”，10年旅游收入增长15倍多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7月28日，赴浙江招商归来的马栏山视
频文创园再传喜讯，阿里云即将进驻园区。
今年上半年， 长沙市开福区文化产业实现
税收收入8.86亿元，文化产业以一路奔跑的
姿态稳居该区第二大支柱产业。

近年来， 开福区不断盘活区内文化资
源，以文化项目的引进做“加法”，以片区抱
团融合发展做“乘法”，一座千亿级“泛马栏
山”区域文创新城呼之欲出。

从文化大区到文化强区
开福区作为老长沙的核心城区， 是名

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区， 存量的不可移动
文物多达130余处。湖湘文化、宗教文化、码
头文化、 红色文化浇筑了这片土地独有的
文化气质。

省博物馆、长沙市滨江文化园（三馆一
厅）、长沙市近现代文物保护中心等文化场
馆，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湖南省社科联、湖

南省工艺美术馆等众多文化旗舰单位均坐
落于开福区。

2012年，开福区文化产业继房地产业、金
融业之后，成为开福区财税贡献第三大产业。

2015年， 开福区文化产业税收占比首
次超过房地产业，仅次于金融业，居全区第
二位。

2016年， 开福区文化产业占GDP比重
达16.5%，远远高于全国3%的平均水平，成
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和“压舱石”。

荩荩（下转2版①）

项目引进做“加法” 融合发展做“乘法”

开福区崛起千亿级文创新城

� � � �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曹娴）记者
今天从省环保督察办公室获悉，截至目前，
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组对7个市州共下达
21个督办单， 督办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其
中，长沙8件，郴州6件，张家界3件，娄底2
件，株洲、永州均1件。

督办单是省级环保督察最高层次的督
促整改形式，适用于重大问题、滞后未完成
任务等的督办。目前，这21个督办单都在
办理之中，相关市、县区政府及职能部门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启动整改。

7月28日， 省第五环保督察组在现场
核查中发现， 双峰县垃圾填埋场未设置渗
滤液处理装置， 渗滤液收集后外运城市生
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渗滤液收集池周边设
有撇洪沟，有渗滤液进入撇洪沟迹象，废水
流经一段距离后去向不明。 督察组决定对
该问题予以督办，要求娄底市、县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迅速整治，在8月6日中午前反
馈情况；市政府应依据有关规定，对相关部

门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依规问责。
接到督办单后，双峰县立行立改。连日

来， 双峰县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内大型机
械设备轰鸣。县城管局负责人介绍，通过清
扫截洪沟、整理现场垃圾、疏导导流管和新
建沉沙井等措施，渗滤液外溢的现象将彻底
杜绝。此外，渗滤液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
理净化后排放，是垃圾填埋场改扩建过程中
的临时之举。 县城管局将建立运输台账，做
好渗滤液水质监测，防止出现二次污染。

省第七环保督察组8月3日向张家界
市下达第一批督办单后， 张家界市召开落
实督办件紧急交办会议。 督办单共3件，分
别是慈利县镍钼矿重金属污染历史遗留问
题、 武陵源索溪峪水电站未合理下泄生态
流量问题、 张家界昔霖农投专业合作社存
在私设暗管偷排问题。 张家界市副市长李
培其表示， 相关区县务必按要求启动相关
问责和整改工作， 认真查找原因， 立即行
动，及时完成。

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
已督办21个问题

8月4日，长沙市望城区沩水入湘江口，碧绿的河水与美丽的居住环境构成一幅绿色生态画卷。近年来，长沙市
全力推进“一江六河”(湘江长沙段及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沙河、龙王港、靳江河)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有效改善了
各江、河的水环境质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绿色沩水

� � � � 湖南日报8月4日讯（记者 蒋睿）《湖
南日报》“晨风” 系列评论和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的系列社论， 在湘潭产生强烈反响。 连日
来， 湘潭市各界干群广泛热议评论和社论
的有关内容。

8月1日上午，湘潭市召开市委常委会
议， 其中一项议题就是学习讨论《湖南日
报》“晨风”系列评论文章。湘潭市委主要负
责人说，自6月19日以来，《湖南日报》连续
刊发署名“晨风”系列评论，其直击问题之
准、规模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前所少
有，在省内省外、网上网下、干部群众中引
起热烈反响和广泛议论， 三湘大地掀起了

一股“晨风热”。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 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
性和鉴别力，主动经常读党报、看党台、学
党刊，关注党办新闻网站，深刻领会党和国
家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同时，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牢
牢掌握网上舆论引导主动权， 坚决打赢意
识形态主动仗。

荩荩（下转2版②）

湘潭干群热议《湖南日报》系列社论评论

进一步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余蓉）4日晚，
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
赛暨闭幕式在湖南长沙圆满落幕， 为期一个
多月的比赛完美收官。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
哲出席闭幕式并观看比赛。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党委书记马箭飞，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 国家汉办副主任赵
国成，省领导谢建辉、王柯敏、吴桂英、张大
方，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闭幕式并观看比赛。

今年7月至8月， 全球118个国家141个赛
区的152位大学生经过海外预选赛层层选拔
后，齐聚长沙参加本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的“过桥”赛、复赛、决赛。经过激烈

角逐，来自亚洲的关慧敏（印度尼西亚）、非洲
的丁家明（尼日利亚）、欧洲的鲁斯兰（俄罗
斯）、美洲的柯鲁瀚（美国）和大洋洲的司腾
（澳大利亚）分别夺得各大洲的洲冠军，站上
了总决赛的舞台。通过三轮激烈的比赛，鲁斯
兰最终脱颖而出，夺得了本届“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的总冠军，并被授予“汉语之
星”和“汉语大使”的称号。

本次比赛有“我是中国通”“故事中西”以
及“自由演讲”三个环节，从知识储备、理解演
绎和语言表达三方面评估同学们的综合素
质。“故事中西”把选手置于特定环境，要求选
手对历史故事或话题进行重新演绎， 着重考

察选手对故事的理解与表达能力。 其中鲁斯
兰和柯鲁瀚化身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 演绎
战火中的跨国情谊。“战火的硝烟遮住了视
线，但哪怕有一缕阳光，那也是暖的。”鲁斯兰
和柯鲁瀚用精湛的演技和流利的中文表达征
服了评委老师和现场观众。

今年是“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
第17年。这17年里，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通过
学习中文，接触中国文化，爱上了这片土地。
而每年，孔子学院都为“汉语桥”输送了很多
优秀的选手。截止到2017年底，孔子学院遍布
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 共建立了525所孔子
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

第十七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完美收官

许达哲出席并观看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