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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张尚
武 ）农产品依靠区域公用品牌，变单打独
斗为抱团闯市场。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全省大力推进“品牌强农”，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发挥集群效应，提升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

今年， 全省将重点扶持七大区域公用
品牌：继续扶持“湖南红茶”“湖南茶油”“安
化黑茶”做大做强，新增培育“湘南脐橙”
“湘江源蔬菜”“洞庭小龙虾”“湘西猕猴桃”
4个区域公用品牌。

荩荩（下转2版）

大力推进“品牌强农”，变单打独斗为抱团闯市场

湖南重点扶持七大区域公用品牌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曾彦彦）阴雨仍在持续，一张湖南未来40
天天气预报图在网上广为流传。图中显示，未
来40天湖南全是雨天，朋友圈内又是一片“呜
呼哀哉”。 后期湖南阴雨天气将持续多久，整
个3月都将是阴雨天吗？气象专家表示，未来
10天内，省内依然以持续阴雨天气为主，10天
以后预报偏差将随时间递增，目前来看，未来
40天并非无间歇的连阴雨天气。

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周慧表示，

从未来10天来看， 省内依然以持续阴雨天气
为主，其中湘南降雨量呈现明显偏多态势。气
温方面，冷空气较为活跃，至27日以后，西南
暖湿气流明显加强，省内气温会有明显回升。
周慧表示， 目前天气预报前10天的预报准确
率可达80%左右， 不过到后期预报偏差将随
时间递增，加上天气现象千变万化，模式预报
后期的不确定性较大。比如，从近期天气形势
分析，22日湘北、 湘东会有降雨短暂间歇，甚
至可以见到阳光；24日湘北短暂间歇，云系偏

多， 以阴天间多云为主；28日湘南多云间晴
天，并非40天无间歇的连阴雨天气。

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
进一步解释， 从预报的原理来看，10天以内
的天气预报可以依赖现在的某一时刻的大
气状态作为初始条件，用求解大气运动方程
组的方法来预报（即数值天气预报）；但1个
月以后的天气，称为气候，其预报信号主要
取决于下垫面强迫（海洋、海冰、陆面），气候
模式可以预报出其平均的或者阶段性的干
湿冷暖，此时通过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得到的
逐日天气预报意义不大。而介于天气和气候
之间的11至30天的天气预报，逐日预报的不
确定性很大，也是当前国际气象界正在攻克
的难题。

未来40天，湖南全是雨天？
专家回应：未来10天以阴雨为主，但并非40天连阴雨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曹娴）我
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 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省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2019年第一次会议上获悉，2018年我省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共安排9个方面47项具体
任务，目前除2项受政策影响暂缓外，其余
任务全部完成。

8项省委重点改革事项全部完成。构建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已形成
全省122个县市区监测预警试评价初步成
果。建立区域与流域相结合，市场化、多元
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健全落实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专家
库， 推动多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 鉴定评
估。划定和编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一般改革事项推进顺利。如，推行碳排
放权交易制度， 制定湘资沅澧四水水量分
配方案， 开展市级政府和重点企业节能目
标责任评价考核， 开展省级空间规划编制

研究， 制定出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出让制度方案，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城市双修、农村双改”工程，实
行严格的岸线保护政策， 开展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

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 在浏阳、澧
县、芷江、南山国家公园等地，完成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 基本摸清了试点区
域内自然资源家底、 建立了自然资源数据
库、形成了制度成果。全面完成综合管廊国
家试点， 长沙市累计建成管廊56.57公里；
推进省级综合管廊、海绵城市试点，全省海
绵城市在建项目78个，竣工项目202个，累
计完成投资113.5亿元。在洞庭湖地区开展
退田还湖、 退田还湿试点， 共计退田还湿
2500亩，拨付补助资金250万元。

据悉， 由于推进有力，《湖南省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4—2020年）》与
补充方案中的改革任务， 目前已完成90%
以上。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繁花满枝
全省去年47项任务，除2项受政策影响暂缓外，其余全部完成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毗邻
广东，遥望港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紧密的
邻居之一， 湖南一直以来与粤港澳经贸往来
密切。 即将于今年4月举行的2019年湖南-粤
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以下简称“港洽
周”)， 将进一步加速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步
伐。

据省商务厅介绍，多年来，广东企业在湘
投资项目数量和投资额稳居第一。 据不完全
统计，5000家以上的广东企业和超过30万粤
籍人士在湘投资创业， 粤企在湘投资额居全

国各省区市来湘投资的首位，比亚迪、广汽菲
亚特等一批大项目均来自广东。2018年，广东
在湘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达2474亿多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23.8%，涉及新能源、生物科技、
智能手机等领域。

香港是我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多年来，
香港在我省投资项目、合同外资额、实际使用
外资额三项指标都居境外来湘投资的第一
位，并占总数一半以上。2018年，香港在我省
投资项目668个， 同比增长36.6%， 占全省的
63.6%； 合同外资236.5亿美元， 同比增长

27.8%，占全省的78%；实际使用外资116亿美
元，同比增长14.3%，占全省的71.6%。香港还
是我省主要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2018
年，我省对香港进出口66.3亿美元，同比增长
17%。香港也是湘企“走出去”的重要平台，至
2018年底， 我省经商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在
港投资企业239家，目前合同投资额15.5亿美
元。

澳门在我省投资近年来增长迅速。2018
年， 澳门在湘投资项目 15个， 同比增长
275%； 合同外资15551万美元， 同比增长
378.2%；实际使用外资6857万美元，同比增
长99.74%。

省商务厅表示， 我省将在今年4月举行
2019年“港洽周”，加速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战略，深化拓展与大湾区的全面合作。

毗邻广东 遥望港澳

湖南加速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周洁）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31次主任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
玉主持会议，副主任王柯敏、向力力、周农，
秘书长胡伯俊出席会议。

会议研究了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议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2019
年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 调研工作计划以及重点工作任务
分工方案， 全省自然保护区情况调研方
案。

会议还书面听取了省人大环资委关于
湖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31次主任会议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冒蕞 刘
笑雪）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19年
第一次会议，总结2018年并部署2019年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会议精神，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自觉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以
污染防治攻坚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陈向群、隋忠诚、陈文浩，省政
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议听取了2018年全省生态环保工
作情况，原则通过《2019年湖南省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要点》《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责任清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指出问题整改工作方案》。

许达哲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省生态
环保工作成效。他指出，抓好今年生态环
保工作意义重要、责任重大。我们要深学
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坚持辩证思维处理
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 加快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
构、 生产生活方式，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坚持民本思维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的
突出环境问题， 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 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治理，对山上山下、地表地下、陆上
水下、城市农村、工业农业，以及流域上下
游、左右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坚持法治思维保护生态环境，既要加
快生态环保的制度创新、 制度供给， 立规
矩、明要求、下禁令，更要真抓严管，让制度
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许达哲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铁腕治理，以污染防治攻坚实
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加强源头
防控，层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按照调结构、优布局、强
产业、 全链条的思路完善绿色发展方式；狠
抓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指出问题
整改，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蒙混过关、虚假销
号，对推进不力、工作严重滞后、整改方案不
符合中央要求的进行约谈督办、 严肃问责，
对重大环境违法案件，坚持查问题、查履职、
查腐败，一抓到底；坚持不懈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及“夏季攻势”，突出治理重点，按照
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稳打稳扎，务求实
效；着力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在思想上树立
底线思维，工作上完善防范体系，处置上及
时果断；完善生态环保法规体系，推动科学
立法，坚持严格执法，倡导全民守法，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许达哲强调，要全面压实责任，切实做
到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督
察问责，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贡献湖南力量。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强调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以污染防治攻坚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
湘江，湖南的“母亲河”，一条流淌诗意与梦
想的河流，汇聚了全省60%左右的人口、75%
以上的生产总值。一江碧水长流，是百姓幸
福生活所系，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美丽湘江也为习近平总书记所牵挂。
2013年在湘考察期间， 总书记就指示湖南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生态文明理念……真正把生态系统的一
山一水、 一草一木保护好”。2018年4月在
长江岳阳段考察时，总书记又叮嘱湖南“守
护好一江碧水”。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6年来，湖南开展了一场前所未
有的重大行动。

“把湘江保护和治理作为省‘一号重点
工程’，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江清水！”2013年9月，湖
南省委、省政府以超前的意识、坚定的决心
作出这一重大决策。

6年来，湘江保护和治理连续实施的2个
“三年行动计划” 按期推进，“堵源头”“治调

并举”两大阶段性任务已顺利收官；今年，以
“巩固和提高”为阶段目标的第三个“三年行
动计划”即将启动。

“母亲河”不再负“重”前行，重现“鱼翔
浅底”，湘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多项重金属
因子平均浓度均大幅下降，80%的干流断面
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质标准。

天气晴好的日子，从空中俯瞰，能看到蜿
蜒湘江碧波荡漾，两岸城市高楼林立，田园吐
翠、 白鹭翱翔……一幅湖湘儿女共同绘就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启动“一号重点工程”，湖南
率先探索“共抓大保护”发展路
径，全力以赴打响一场力度空前
的生态环境攻坚战

“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全部关闭。”写入
《2019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一句话，
不过13个字，但分量十足。

老工业区、 重污染区———这是株洲清水
塘曾经的两个“身份”。2013年，清水塘老工业
区被列为湘江保护和治理五大重点区域之一。

经过多年努力，2018年12月30日，清水

塘老工业区261家企业全面关停退出， 成为
省“一号重点工程”的标志性成果。

曾肩负荣光，却处境尴尬，湘江流域不
止一个清水塘。

湖南是全国“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
之乡”。由于涉重金属产业发达、历史遗留污
染多等原因，湘江流域局部地区重金属污染
严重，累积性污染问题聚集。

面对发展与保护的选择，湖南用行动给
出答案。

2013年9月， 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会
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将湘江保护和治理
列为省“一号重点工程”，以“堵源头”“治调
并举”“巩固和提高”为3个阶段性目标，连续
实施3个“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治理湘江，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江清水。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若毁绿
水青山，宁弃金山银山！”

“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抓下去，一届政
府一届政府地干下去，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的表态铿
锵有力，为这场力度空前的环境治理攻坚战
吹响了冲锋号。

荩荩（下转5版）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江碧水
———写在省“一号重点工程”实施6年之际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己亥年正月十八
第25089号

22
2019年2月

星期五

今日16版

邮发代号 41-1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4月7日，长沙市橘子洲景区人头攒动，春光里的湘江，水清、岸绿，景色如画。（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着眼发展大局，共享时代荣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纪实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
16版

坚持稳中求进 深化标本兼治
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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