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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8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
树活动时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爱树
植树护树好传统，全国动员、全民动
手、全社会共同参与，深入推进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春染大地，生机勃发。上午10时
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等集体乘车，来到北京市通州区
永顺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
树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
心城市森林公园内， 面积约500亩。
这一地块原来建有化工厂等设施，拆
迁腾退后用于绿化建设，未来将成为
群众放松休闲的活动场所。

一下车， 习近平就扛起铁锹，走
向植树地点。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
众看到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同
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
以及首都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挥
锹铲土、围堰浇水，忙碌起来。

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瑞木、
碧桃……习近平接连种下7棵树苗。他
一边劳动， 一边向身边的少先队员询
问学习生活和体育锻炼情况， 叮嘱他
们从小养成爱护自然、 保护环境的意
识， 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
美丽，祝他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参
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苗
培土、拎桶浇水，不时同身边的干部
群众交流加强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
展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
群众亲切交谈。他指出，今年是新中

国植树节设立40周年。40年来，我国
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分别增长一倍左
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我国对
全球植被增量的贡献比例居世界首
位。同时，我国生态欠账依然很大，缺
林少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
气力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爱树、植树、护树的好传统。众人拾柴
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要全国动
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各级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持之以恒开展
义务植树。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
展，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
地制宜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持续推进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建
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做到四季常
绿、季季有花，发展绿色经济，加强森
林管护，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
活动。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4月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贺佳
陈淦璋 周帙恒）今天，全省推进城乡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会在长沙召
开。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要真正从
思想上解决好政绩观问题，从举措上
解决好怎么建、怎么管问题，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胸襟境界， 把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抓紧抓好，更好地稳投资、补短板、
惠民生、促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主持会议。

省领导乌兰、谢建辉、杨维刚、
隋忠诚、陈文浩、赖明勇、彭国甫出席。

上午，杜家毫、许达哲率领省直
有关部门和各市州党政主要负责人
实地考察了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
处理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
洁焚烧） 项目以及岳麓污水处理厂，
让与会人员在现场观摩、互学互鉴中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转变地方投资
理念、树牢生态文明意识。

杜家毫说，当前，扩大有效投资
仍然是改善经济结构、推动湖南高质
量发展的主动力之一。加快推进高速

公路、高速铁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重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大
产业项目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今年全省稳投资的重点。城乡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关乎生态、 涉及民生，
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贯彻中央“六
稳”部署特别是稳投资、促进环保产
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树牢正确政绩观的实
践检验。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真正落实
到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一
个个具体行动中去， 从人民群众的
关切中找到工作着力点、落脚点，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杜家毫指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要坚
持久久为功，咬定建设目标，聚焦安
全供水、气化湖南、污水治理、垃圾治
理、黑臭水体整治、智慧建设增效等

六大工程持续发力，与打好三大攻坚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稳投资促增
长结合起来，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
抓，确保抓出成效。要突出提质增效，
一方面全面推进既有设施提质改造，
另一方面坚持系统联治， 推动污水、
垃圾治理从“末端处理”向“系统治
理”转变。要推进扩面延伸，按照“县
以上城市重点补短板、提质量，县以
下乡镇突出补空白、扩容量”要求，加
快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县通”，确保到
2021年洞庭湖区域、 四水沿线乡镇
及重点镇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
覆盖等，推动设施建设从“覆盖城市”
向“覆盖城乡”转变。

杜家毫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导，
把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摆在突出
位置，作为稳投资的重要举措和重点
方向，注重抓重点、抓突破、抓典型。
要创新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生态补偿以及专家评估、群众听证等
体制机制，转变投资理念，扩大社会
投资，确保各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建
得起、转得动、用得好；各地要根据省

里制定的污水、 垃圾设施建设新的
PPP模式和合同样本， 主动对接、及
时跟进，推动项目落地。要强化科技
支撑，加强先进适用技术指导、引进、
运用和推广， 促进设施管理科学化、
精细化、智慧化。要勇于冲破思想观
念障碍，既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又
充分调动市场“无形之手”， 实现政
府、企业、社会三赢。

许达哲要求， 把推进城乡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实现“六
稳”的有效举措、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的手段途径、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的
重要内容， 坚持整体规划、 政策导
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整合
资金力量， 对照目标高水平谋划项
目、 创造性开展工作， 狠抓责任落
实、措施落细、项目落地，把这项涉
及发展、关乎民生、关系生态的重要
工作抓紧抓好。

会上，长沙市、祁阳县、长沙中联
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主要负责人作了发言。

� � � �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
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日
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分十二个专题阐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主要
观点、精神实质，阐明这一思想为发展马克
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分析这一

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呈现
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形态及其伟大意义。

该丛书注重在理论的深化和转化上下
功夫， 力求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
对于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不断增进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具有
重要意义。

� � � � 新华社长沙4月8日电 （记者
陈文广 史卫燕）下塞湖位于南洞庭
湖腹地，地跨湖南益阳、岳阳两市，
东、南、北三面均为河道，涨水为湖、
退水为洲，是“长江之肾”洞庭湖的
重要湿地。

近日，记者乘船再登下塞湖。原
本高高垒砌的堤坝已被铲平， 岸上
的紫云英在春风的吹拂下已然开
花， 人工种植的三蕊柳等树木开始
发芽，内外湖水贯通，碧水蓝天，显
得格外安宁。

而在一年多以前， 这里却是另
一番景象。非法围建的“水中长城”
将湖水分割囚禁，堤外湖水浩浩汤
汤， 堤内芦苇地一望无际。 堤上，
猪、牛、羊成群，牲畜粪便无处不
在，多处堆放砂石，还有两处非法
砂石码头。

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私营
业主夏顺安通过违规承包并非法
修建矮围将下塞湖占为己有， 从事
非法捕捞养殖、盗采砂石等活动，严
重影响行洪，破坏洞庭湖生态。

2018年，湖南开始整治拆除下
塞湖非法矮围， 严查黑恶势力及其
背后的保护伞。记者了解到，湖南共
拆除矮围网围472处， 拆除矮围面
积124.46万亩，拆除堤长2818.04千
米，并逐步恢复自然生态。长期在下
塞湖附近水域和岳阳市汨罗水域，
有组织地进行非法采砂活动的夏
顺安等人涉黑组织也被查办。

据介绍， 这一案件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22名， 破获涉嫌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采矿等8
个罪名的刑事案件18起，冻结银行
存款140万元，查封房产15处，采砂
船只3条。

事实上，在洞庭湖等地，像夏顺
安这样以湖、 砂牟利的涉黑涉恶组
织并不少见。由于需求多、利益大，
近些年，被称为水中“软黄金”的砂
石吸引了不少采砂船盗采， 并通过
“黑码头”转运、销售，一些“砂霸”则
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掌控盗采船和
“黑码头”，渐成黑恶势力。他们的行
为不仅对生态环境、 航运安全造成
威胁，也破坏了社会生态。

保护好一江碧水， 守护好河湖
安澜。 湖南在深入分析黑恶犯罪形
势后，将开展扫黑除恶“洞庭风雷”
专项行动作为一个工作重点， 集中
力量围剿涉砂类黑恶犯罪势力。

“我们将‘洞庭风雷’专项行动
作为事关环保攻坚、 事关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 事关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三大战场， 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
战役。”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在“洞
庭风雷” 专项行动中， 湖南共打掉
14个涉砂类黑恶犯罪团伙，其中涉
黑犯罪组织9个， 打击处理团伙成
员156人，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8
起，查封扣押资产6652.6万元。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开展“洞庭风雷”
专项行动守护河湖安澜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贺佳 周帙恒）今天召开的全省
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会
指出， 落实并用好财政部今年最新
文件精神，坚持以PPP模式推动城乡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项目打捆，
可以将县域范围内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打一个包”，也可整合供水和污水
处理，还可将存量设施和增量设施打
捆运作。 荩荩（下转3版②）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通讯员
陈颖昭 记者 曹娴）今天，省政府召
开全省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工作会议， 推动落实长江
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全面部
署我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2016年
以来， 我省先后组织开展了5轮次
入河排污口核查， 全省累计核查出
各类入河排污口4146个； 印发了
《长江入河排污口专项检查行动整
改提升工作湖南省整改方案》，明确
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等敏感水域内入河排污口整治任
务和分类整治要求。

强力推进整改。2018年度实现
了全省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监督性
监测全覆盖。截至目前，全省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内183个入河排污口已
由市州政府整改销号182个， 纳入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整改任务
的59个入河排污口基本完成整改。

会议介绍，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 被列为我省今年重点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纳入目标考核。我省将
成立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
划工作领导小组，动员各级各部门
和全社会力量打好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战。

荩荩（下转2版②）

我省长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见成效

实现全省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测全覆盖，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183个入河排污口整改销号182个

� � � �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贺佳 周帙恒） 今天召开的全
省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
场会作出部署： 今后一段时期推进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总目标
是“市县提质增效、乡镇填补空白”，
将突出抓好安全供水、气化湖南、污
水治理、垃圾治理、黑臭水体整治、
智慧建设增效等六大工程。

会议提出，到2021年，全省自
来水普及率整体提升3至5个百分
点；管道天然气实现“县县通”；生活
垃圾清洁焚烧占比、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率分别达到50%、35%；市

州中心城市全面实施垃圾分类；餐
厨垃圾处理实现有效处置；地级城
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0%以上，污水实现全收集、全处
理； 乡镇污水处理2021年实现洞
庭湖地区、“四水”沿岸乡镇及重点
镇全覆盖，2022年实现所有建制
镇全覆盖。

根据六大工程部署，供水方面，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环境风险
整治。 推进备用水源和应急水源设
施建设， 加快供水厂和供水管网改
扩建，加强二次供水设施更新改造。

荩荩（下转3版①）

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明确目标任务

“市县提质增效、乡镇填补空白”，突出抓好六大工程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PPP模式
可实施整县项目打捆运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丛书”出版发行

杜家毫在全省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会上强调

把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抓紧抓好
更好地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

许达哲主持 乌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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