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龚伯威

湖上清波荡漾，洲滩水草丰茂，候
鸟成群结队。

石煤矿山绿色蝶变，重新呈现出
清秀的模样。

初冬时节，记者踏访益阳，一派山
青、水绿、滩净、鱼跃的景象。

近年来，中央、省级以上涉及益阳
市的生态环境交办督办问题共有 102
个。益阳市坚持问题导向，汇聚合力抓
实整改，推进系统治理，至今年 11 月
底，已完成84个，办结率达82.4%。

11 月，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办在全

国秋季督察培训班上，将益阳市生态
环境整改做法编入全国10个整改先进
典型案例集。

矿山披绿 悄然重生
11月26日，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

镇南坝村，宏安石煤尾矿区，山坡上灌
木昂首挺立，山脚下杂草与人齐高，像
一个个倔强的守护者。

村民王柳英家距矿山不足1公里，
田里的萝卜白菜长得青翠鲜嫩，池塘
里鱼儿游弋。她笑称：“今年环境确实
好了，又放了一些甲鱼。”

王柳英这般平凡的日常，昔日却

是奢望。
宏安石煤矿2011年投产，长期开采

导致山体千疮百孔，山下凿出了两个数
十米深的大矿坑，废水中镉、镍、锌等重
金属超标数十倍排放，村民深受其害。

“整面山一片漆黑，裸露的石煤自
燃，烟尘漫天，就像一座火焰山。”王柳
英回忆说，2017 年腊月，一个矿坑垮
塌，锈红色的水涌过自家农田。

石煤中硫、镉、镍、砷含量高，开采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酸性含重金属的废
水。益阳石煤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安
化、桃江、赫山区一带，开采历史可追
溯至明清时期。至2017年6月，全市有
22家具有采矿权的石煤矿山。

无序开采的炮声回响多年，发出
了重大生态破坏的警报。

2018 年，宏安矿业相继被中央环
保督察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
片》“点名”，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

益阳市委市政府坚持问题导向，
举一反三，迅速关停全市22 家石煤矿
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实施“一矿一
策”精准整治，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投入 5.7 亿元资金进行矿山整治，
各级各部门强力推进项目施工。

触目惊心的“伤疤”逐渐抚平，一
座座大山正在恢复生机。

宏安石煤矿历时 10 个月全面完
成生态治理修复，整治成效在2019年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中得到
肯定。

▲ ▲

（下转2版）

绿水青山变奏曲
——益阳市生态环境整改治理纪实

生态修复后的宏安矿业。 秦雪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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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1月30日下午就加强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
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
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
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
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
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
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就这个
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
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建议》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
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
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
高质量转变。我们要认清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总结成绩，查找
不足，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强调，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署推动了一
系列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行
动、规划，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合法权益特别是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总的看，我国知识产
权事业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社会尊重和保护
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顶层设计。要研究制定“十四五”时
期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明确
目标、任务、举措和实施蓝图。要坚持以
我为主、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
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
和激励创新兼得。要加强关键领域自主
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在严格执行民法典
相关规定的同时，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统筹推进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
反垄断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修订工作，
增强法律之间的一致性。要加强地理标
志、商业秘密等领域立法。要强化民事司
法保护，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
律的诉讼规范。要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
量和效率，提升公信力。要促进知识产权
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完
善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要完善刑
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加大刑事打击力度。
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舆论关注、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
域和区域，要重拳出击、整治到底、震慑
到位。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
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从审查授权、

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
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加强
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要打通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
链条，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增强
系统保护能力。要统筹做好知识产权保
护、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促进
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要形
成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让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要加强知识
产权信息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要鼓
励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机制，推动诚
信体系建设。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
教育，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的意识。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在知识产权领域部署推动了一系列改
革，要继续抓好落实。要研究实行差别化
的产业和区域知识产权政策，完善知识
产权审查制度。要健全大数据、人工智
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及时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
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要深化知识产权审
判领域改革创新，健全知识产权诉讼制
度，完善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抓紧落实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要健全知识产
权评估体系，改进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研
究制定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相关制度。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
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要坚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
原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
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善知识产
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
和标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
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要讲好中国知识
产权故事，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
象。要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知识产权合作，倡导知识共享。

习近平强调，要维护知识产权领域
国家安全。要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
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保护，依法管理
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
为。要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正当有力
的制约手段。要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
法律规定域外适用，完善跨境司法协作
安排。要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
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
险防控体系。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
实责任，强化知识产权工作相关协调机
制，重视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工
作合力，坚决打击假冒侵权行为，坚决克
服地方保护主义。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
知识产权意识，加强学习，熟悉业务，增
强新形势下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
领，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迈
上新的台阶。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黄秀仁）今天，记者从省扶贫
办获悉，今年，我省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大力推进消费扶贫，帮助贫困地区
群众增收。截至目前，今年全省已累计
销售扶贫产品达190.3亿元。

今年，省扶贫办、省委网信办、省
直机关工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

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
总工会、省工商联等10部门联合发文，
决定通过建立扶贫产品认定机制，推
动扶贫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截至11 月
24日，全省认定扶贫产品18438个，涉及
127个县市区，总价值达1143.68亿元。

大力开展消费扶贫。湖南要求充
分发挥贫困地区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和

生态优势，将消费扶贫作为巩固提升
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和驻村帮扶成果
的重要举措，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消费扶贫行动。

线上，依托国家“扶贫 832”、中国
社会扶贫网、湖南省消费扶贫公共服
务平台、湖南电商扶贫小店等各类电
商、新媒体、资讯平台推广销售扶贫产
品。今年夏天，在国家“扶贫 832”平台
开展专项销售活动，销售“靖州杨梅”
12023件、“炎陵黄桃”60余万公斤，助
农增收700多万元。 ▲ ▲

（下转3版①）

大力推进消费扶贫

湖南今年已销售扶贫产品190亿元

湘雅路过江通道盾构始发井主体完工
11月30日，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湘雅路过江通道盾构始发井主体已完工。湘雅路过江通道西起岳麓区桐梓坡路与岳

华路交叉口，东至湘雅路与芙蓉中路交叉口，全长4.18公里。该通道是长沙首条双向六车道过江隧道，也是目前长沙在建直径
最大的盾构隧道。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金中基

“沧桑巨变、流连忘返”，8个绿色大
字辉映在长江南通段亲水栈道。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留下的感慨。

11 月 23 日，“长江经济带省级党报
首次联合考察采访”走进这里，当地干部
群众说起这段特别记忆，非常振奋。

万里长江奔腾而来，入海口平原一
望无垠、富庶繁华。可曾经付出的环境代
价历历在目，“化工围城”“浊流入江”触
目惊心。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短短几
年，江苏痛定思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而今一江碧水两岸绿，繁
花似锦迷人眼，真切感受“沧桑巨变”怎
能不让人感叹与鼓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历史荣光，
在“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时代使命召唤
下，焕发出新的夺目光彩。

几公里一段的江堤，昔日码头烟囱
林立，如今绿树成阴、花草遍地；一处处
曾经满是渔船的港湾，波光潋滟不见了

“渔火”。
这一切的改变，无一不是大手笔。随

便一处的整治改善，动辄几十上百亿。当
地政府领导说，保护长江，我们这里不缺
钱。由此可见，在长江大保护中他们不惜
代价。这也说明，长三角地区历经40多年
改革开放，积累了雄厚经济基础和实力。▲ ▲

（下转3版②）

大手笔与“放眼量”
湘经评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李永亮）
1月30日，为期两天的“知名民营企业
家株洲行”暨湖南省工商联主席会长
会议在株洲启幕。120 多名知名民营
企业家来到株洲，共谋发展。中铁五局
集团公司、深圳鑫荣精工科技公司等

企业与株洲签下10个项目，总投资超
过 100 亿元。省工商联与株洲市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成长、推进重大发展
战略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

（下转3版③）

120余名知名企业家“走进”株洲
签项目10个，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48个项目花落宁乡
总投资177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贺芬）昨天，宁乡市举行2020年
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暨蓝月谷智能
家电产业小镇招商推介会，48个项目花
落宁乡，总投资177亿元。其中，15个项
目现场集中签约，总投资额97.5亿元。

此次签约的重大项目涵盖智能家
电、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和农产品加工、
储能材料、新材料、美妆等优势产业及
新兴产业，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
5个、500强企业项目6个。▲ ▲

（下转3版④）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龙文泱）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

联合发布表彰决定，授予342家基层文
化单位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
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其中，湖南
共有12家单位获评先进集体。

为进一步做好基层文化工作，丰
富广大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2019
年10月起，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广电总局开展第八届全国服务农
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选
表彰工作。

经过严格规范的评选程序，湖南
的12 家获评单位分别是：长沙县文化
馆、会同县高椅乡雪峰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获评“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先进集体”，怀化市鹤
城区阳戏保护传承中心、祁阳县祁剧
团获评“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临
湘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湘潭县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评“基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先进集体”，益
阳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桃
江服务站、常宁市电影放映有限责任
公司获评“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浏
阳市融媒体中心、炎陵县广播电视台获
评“基层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机构先进集
体”，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石
门县分公司获评“农家书屋和基层图书
发行单位先进集体”，湖南省委宣传部
文艺处获评“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表彰决定指出，希望受到表彰的
基层单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好榜样示范作
用，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作出更
大贡献。

湖南12家单位获评第八届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12 月 1
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
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
会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巴勒斯坦
问题作为中东根源性问题，关乎地区
和平稳定，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关乎人
类良知道义。实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比邻而居、和平共处，不仅是巴以人民
世代梦想，也是地区各国人民和国际

社会的殷切期望。国际社会应该坚持
“两国方案”的正确方向，以联合国有
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等国际共
识为基础，努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当
前形势下，应该更多关注新冠肺炎疫
情对巴勒斯坦造成的严峻挑战，帮助
巴勒斯坦人民抗击疫情。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关注巴勒
斯坦问题，始终秉持国际公理和道义，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

的正义事业，支持有利于推动巴勒斯坦
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通过多双边渠道向巴方提供多批
抗疫援助。作为巴勒斯坦的好朋友，中
国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作为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
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实现巴
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作
出不懈努力，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的和
平、稳定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

习近平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