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正在进行附属工程施工的浏阳河汉桥似一轮弯月横跨河两岸。该桥
是长沙首座跨河景观人行非机动车桥梁，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是以马王堆出土的汉
琴为设计灵感。预计今年6月该桥可全面竣工。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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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站在“世界锑
都”锡矿山高处放眼望去，山
体被茂密的植被紧紧包裹
着，大小矿坑已不见踪影。寒
冬下，地表植被已渐入枯黄，
但仍不时透出点绿意， 远山
与缭绕的云雾浑然一体，平
添了一种寂静美。

为了偿还上百年欠下来
的生态环境“旧账”，近年来，
娄底市扎实实施省“一号重
点工程”，开展“天蓝水净地
绿”三年行动计划，在锡矿山
地区集中实施了一批治水治
渣治土治气项目。

目前， 锡矿山已完成炭
家湾片区等5个废渣综合整

治项目， 处理约1370万吨历
史遗留废渣；联盟片区等6个
废渣综合整治项目正在实
施，2017年底完成了1510万
吨废渣治理；还有6个规划片
区到2020年完成治理任务。

除了养护“净土”，当地
还关紧污水“闸门”，已建成
含重金属污水处理站12座，
废水100%得到治理。 另外，
通过加大锑冶炼企业脱硫装
置建设， 锡矿山地区的涉重
金属企业废气100%得到治
理， 空气中二氧化硫日均浓
度值比整治前下降了77%，
空气质量实现根本性好转。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12日召
开会议，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的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宪执政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
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
建议》 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
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
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 宪法是国家的根
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
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现行宪
法颁布以来，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国
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
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 我们党高度重视
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
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
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法摆在全
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
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
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 我国宪法以国家
根本法的形式， 确认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
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政体， 确定了国家的根本
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
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
主集中制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
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我国宪法
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
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具有显
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 宪法修改是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党中
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
重大决策， 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为更好发
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
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 把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
为宪法规定。 党中央决定用一次
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充
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
高度重视。

宪法修改必须贯彻4个原则

会议认为， 这次宪法修改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 体现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
求， 推动宪法与时俱进、 完善发
展，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 宪法修改必须贯
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 严格依法按照
程序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
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
人民拥护； 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
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又遵循
宪法法律发展规律， 保持宪法连
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水利
部、 环保部联合派出第三方核查
组， 来湘开展河长制工作中期评
估核查， 对我省全面建立河长制
进行验收。

2017年， 全省严格按照中央
“四个到位”要求，着力完成河长制
六大主要任务，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制工作方案在
2017年11月底全部出台。全省基本
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组织体
系，覆盖省内所有江河湖库。目前，
全省共明确各级河长35696人。

省市县三级制订完善河长制
制度体系， 各级抓紧抓实公示牌
设立、 河湖名录编制及平台建设
等基础工作。 各级河长主动巡河
履职，省市县乡村各级河长2017

年累计巡河25.83万人次，其中省
级河长巡河14次。

为做好中期评估迎检， 省政
府先后两次召开会议， 专题部署
我省2017年度河长制验收工作。
此前， 省河长办会同22个省级成
员单位， 对14个市州进行了省级
核查验收。各地深挖细查找问题，
加快进度补短板， 以实实在在的
工作成效迎接中央核查。

今天， 核查组在长沙听取了
我省河长制工作汇报， 接下来还
将随机抽取2个市州、4个县市区、
8个乡镇，采取查验资料、查看河
湖现场、 拨打公示牌电话以及走
访巡河员、 保洁员和当地居民等
方式进行核查。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琳

中央核查组来湘验收河长制工作

生态修复，百年锡矿山重披“绿装”

锡矿山，位于冷水江市东北15公里处，自清末发现以
来，累计探明锑矿储量200多万吨，被誉为“世界锑都”。
曾经，顶着“世界锑都”的盛名，锡矿山地区聚集了近百个
私营小矿山、小冶炼厂，随处可见各类高低大小不齐的烟
筒。多年过后，疯狂采矿导致矿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地表
满目疮痍，几乎寸草不生。

近年来，娄底市扎实实施省“一号重点工程”，开展
“天蓝水净地绿”三年行动计划，在锡矿山地区集中实施
了一批治水治渣治土治气项目。经过推进生态修复，昔日
遍布矿渣堆的锡矿山正逐渐由“黑”转“绿”，重新披上了

“绿装”。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李琎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人们开始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理
念深得人心。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到2035年，要做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对此，冷水江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冷水江市将按照党的十九大明确的环境治理时间表，坚决
扛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着
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将锡矿山地区打造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治理样板区。

在偿还生态“旧账”的同时，
为了让锡矿山重新披上“绿装”，
近年来锡矿山地区也通过推进植
树造林，加快修复生态环境进程，
按下了“美丽还原”键。

据了解，冷水江市委、市政府
在2011年就明确将锡矿山地区
生态修复作为林业工作重点，并
从2011年植树节开始， 连续5年
把锡矿山地区作为义务植树的主
战场， 在污染严重的锡矿山核心
区实施了高标准造林。

为了加快生态修复步伐，冷
水江市还编制了《矿山地区生态
修复规划》，集中力量开展植树造
林。2016年3月，市财政一次性投
入1500万元，启动锡矿山生态修
复万亩造林工程， 高标准完成首
期造林0.5万亩。

如今， 锡矿山地区的生态治
理成效显著，长子岩、炭家湾等砷
碱渣集中堆放区域重新披上“绿
装”，青丰河、涟溪河锑、砷含量大
幅下降， 核心区域已栽植大叶女
贞、楸树、七里香等抗污植物林1
万亩，完成万亩大造林。

“下一步，要快速推进锡矿山
复绿造林工程， 加大石漠化综合
治理力度， 在重金属污染地区种
植4万亩抗污林，让矿山重新披上
新绿。” 冷水江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争取用10年时间，基本修复锡
矿山地区生态环境， 让锡矿山重
新恢复百年以前的郁郁葱葱。

努力打造全国重金属污染治理样板区

“下猛药”治污治渣，偿还环境“旧账”

完成万亩大造林
重现“绿色”矿山

“弯月”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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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十九届二中全会1月18日至19日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