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3日讯 今天，省统计局
发布全省14市州一季度地区生产总
值（GDP）排位，长株潭地区、湘南地
区、 洞庭湖地区经济增速均同比加
快，其中，长株潭地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3410.16亿元， 同比增长8.4%，

拉动我省经济增长3.6%，GDP总值、
增速和经济贡献度均领跑全省。

长株潭地区领跑全省GDP，主
要得益于长沙市经济迅猛发展。一
季度， 长沙市是全省唯一GDP突破
2000亿元的市州。 ■记者 彭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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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青年人，理想不可灭，勇气不可失

2018年5月2日上午， 即将迎
来120周年校庆的北京大学校园，
走进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习近平。
这是他到中央工作后第六次造
访北大。习近平此次北大之行途
经四站。对话青年，关注青年，寄
望青年， 是他此行的重要主题。
（5月3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视新闻）

青年， 是一个新鲜又活力十
足的词语，青年人，是一个充满希
望的群体，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
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都与青年人的担当、 奋斗密不可
分。因此，我们对青年人的期望从
来都是厚重而殷切的。

“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

前进的一代。 广大青年既拥有广
阔发展空间， 也承载着伟大时代
使命。” 习近平同志的话振聋发
聩。九十九年前，“五四精神”的迸
发， 让中国每一名青年都被这种
精神洗礼，从“小我”走向“大我”，
怀抱理想、忧国忧民，为国家和民
族努力奉献与奋斗， 扛起了民族
复兴的旗帜。这种精神绵延不绝，
鼓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唱响
了一曲又一曲的青春之歌。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 属于
青年人的豪情与辉煌不胜枚举。
鲁迅东渡日本时年仅21岁， 在拯
救民族的大志中呼喊出“我以我
血荐轩辕”；周恩来19岁挥毫写下
“大江歌罢掉头东”； 毛泽东离开

家乡时对父亲慷慨歌之：“孩儿立
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
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信念与理
想， 中国青年在一个个历史时期
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887年，
年仅26岁的詹天佑已经成为中国
第一名铁路工程师， 并负责修筑
塘沽到天津的铁路， 仅用70多天
就完成铺轨工程；1930年，20岁的
华罗庚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
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轰动数学界； 而在为保存国土与
民族的战争中， 以及在复兴中华
的建设中， 还有着许许多多的优
秀青年用自己的才华与热情创下
了奇迹。

1957年， 毛泽东同志在莫斯
科大学接见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和
实习生时就说过：“世界是你们
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
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
在兴旺时期，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
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青年人伴随着希望， 同时也伴随
着重任。 习近平同志去年也对中
国青年提出：“中国的未来属于青
年， 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
年。”如今，我们已经跨入了新的
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正在行进中， 中国青年恰逢其
时，正处于利用自己所学、所知实
现梦想、担负重任的历史节点，如
何发挥自己的所长， 推动国家和

民族的发展， 是当下的青年努力
的方向。

当舆论焦虑于青年人为“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 时， 青年当反
思； 当思想掉落于“价值虚无主
义”时，青年当警惕；当追求陷入
“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狂欢
时，青年当觉醒。有所学、有所求、
有所感、有所行动，当成为青年人
的价值坐标， 一个国家， 一个民
族， 发展系于青年， 未来系于青
年。四时行焉，万物兴焉，行走于
人生，青年之理想与信念不可灭，
勇气不可失， 在这个属于青年的
节日里，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勇
挑复兴重担， 正是青年的希望和
价值所在。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5月3日讯 近日，湖
南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制定
下发《湖南省2018年实施河
长制湖长制工作要点》（简称
《要点》），旨在推动全省2018
年河长制湖长制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确保通过一年努力，
有效遏制围垦湖泊、 侵占水
域、超标排污、违法养殖、非
法捕捞、非法采砂等现象，全
省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
质明显好转， 国家考核断面
水质优良率达86.7%以上，省
级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在
90%以上。

《要点》 明确了工作任
务、工作措施、责任单位及时
间节点。

一是全面建立湖长制。
在今年底前，按照“组织体系
到位、制度体系到位、责任落

实到位、 监督检查和考核评
估到位”的要求，全面建立湖
长制。

二是夯实基础工作。编
制一河（湖）一策方案，规范
河长湖长公示牌设置， 建设
河长制湖长制信息系统平
台， 建设河湖水环境监测网
络，推进典型引领，打造区域
特色亮点。

三是强化责任落实。推
动河长履职，按照“湖南省第
1号总河长令”， 认真开展巡
河巡湖活动， 及时发现问题
并研究解决。 全面推进河长
办标准化建设， 着力提升河
长办工作能力和水平， 不断
完善各级河长办服务体系。

四是突出重点难点。加
强水污染防治， 全面推动农
业污染防治， 深化重点工业

污染治理， 提高城乡污水和垃
圾处理能力。开展水环境治理，
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 加快
不达标水体治理， 加强河道保
洁。加强水域岸线保护，开展河
湖划界工作， 启动河湖岸线利
用规划编制， 积极推进河湖水
系连通。开展水生态修复，深入
推进“绿带”建设，加强洞庭湖
沟渠塘坝清淤。

五是开展专项行动。 围绕
省2号、3号、4号总河长令，开展
“僵尸船”整治、洞庭湖及湘江
流域重点排污源整治、 入河排
污口整治、岸线利用整治、非法
捕捞整治等专项行动。

《要点》还要求就实施河长
制湖长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严格督导考核。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王芳香 石佳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在“五
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委托工作人员， 向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1502班团员青年致
以节日的问候，对同学们立志“不忘
初心， 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
追求”予以充分肯定，勉励他们坚定
信仰、砥砺品德，珍惜时光、勤奋学
习，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法治中国建设、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到中国
政法大学考察时，参加了1502班团
支部“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

动， 对团员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殷
切期望。

近日，1502班团支部全体同学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来信说，一年
来，同学们牢记总书记教诲，自觉用
行动践行“不忘初心跟党走” 的誓
言。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些同
学正式入了党， 一些同学成为了预
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发起的“不
忘初心跟党走，青年立志做大事”倡
议活动，得到几千名法大学子响应。
大家还积极参加普法、 支教等志愿
服务活动， 到梁家河和兰考县参观
学习。通过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同学
们进一步坚定了永远跟党走、 为国
作贡献的决心。

习近平勉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1502班团员青年

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

5月3日，长沙金科时代中心项目部，团员代表绣制的湘
绣团旗封针。最近，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与湖南省湘绣研究
所团委联合开展“绣团旗、庆五四”活动，40余名团员耗时半
个月，绣出一面长1.6米，高1.4米的团旗。 记者 唐俊 摄

绣团旗
庆“五四”

今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湖长制
2020年洞庭湖要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本报5月3日讯 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
发《关于在全省湖泊实施湖
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
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以洞
庭湖为重点，在全省湖泊实
施湖长制。

《意见》明确了在全省实
施湖长制的指导思想、 基本
原则，《意见》 明确提出了全
省实施湖长制的时间表、路
线图和工作目标。

《意见》要求，在2018年6
月底前， 各级河长办负责制
定本级湖泊名录， 摸清辖区
内湖泊底数， 掌握湖泊的分
布、数量、位置、面积、水量等
基本情况。 在2018年7月底
前， 按湖泊名录和跨行政区
域情况逐级明确湖长， 建立
省、市、县、乡、村五级湖长体
系。在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
立湖长制。

到2020年，全省地级城
市建成区、 县级城市建成区
及乡（镇） 黑臭水体消除比
例达到95%以上， 湖泊周边
城乡污水处理率达到85%以
上， 城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100%，湿地保护率稳

定在72%以上， 基本遏制乱占
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
倒乱排等现象，全面禁止天然
水域投肥养殖，水生生物保护
区实现禁捕，洞庭湖达到Ⅲ类
水质标准（总磷≤0.1mg/L），
其他湖泊达到国家规定的水
质标准， 确保湖泊面积不萎
缩、调蓄能力不降低、生态功
能不退化，实现湖泊功能永续
利用。

《意见》 还明确了跨省、市
湖泊的省级湖长， 其中明确由
副省长隋忠诚担任东洞庭湖、
南洞庭湖及黄盖湖湖长， 副省
长陈文浩担任西洞庭湖湖长。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王芳香 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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