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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5月18
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
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刻把
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新道路，开创美
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态
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
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民生的
重大社会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还
给老百姓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
的景象， 真是太重要了。”19日
晚，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康
乐花园社区， 正带着孩子遛弯
的居民褚艳丽说， 小区挨着河
渠，旁边就是河边公园。前些年
河里垃圾处处、气味刺鼻、蚊虫
横行，都不敢带孩子在水边玩。
近年来政府整治了附近的污染
企业，水干净了，大家都舒心。

广阳区环保局办公室主任
白亮说，经过一系列治污“组合
拳”，廊坊已退出了全国城市大
气质量最后十名， 基层环保干
部打好治污攻坚战的决心和信
心更强了。“只要久久为功坚持
干下去， 就一定能还老百姓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
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加快建
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
的生态文化体系， 以产业生态
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
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
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
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
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这五个体系是对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六项原
则的具体部署， 也是从根本上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体
系。”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主任、研究员任勇说，不仅要在
社会生活中让人们树立绿色生
活方式的观念， 而且要在经济
领域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资本
纳入微观经济的成本效益核算
以及宏观经济的统计核算体系
中， 真正让绿水青山转变成可
计量、可考核的金山银山。

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带
来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要全面推动绿色
发展。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罗杰
说：“我们将牢固树立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
念，确保西藏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 重点解决损害群众
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

生态如何惠民、 利民、为
民？ 四川省林业厅派驻汶川县
克枯乡大寺村第一书记杜斌对
此有生动认识。他说，村里依托
良好生态发展李子种植产业，
打造民宿旅游产业， 走上一条
绿色经济的道路。 今年春节期
间，游客最多一天超过3000人。
下一步还要推出四季乡村生态
旅游———“春看花、 夏避暑、秋
品果、冬踏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
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
生优先领域。

安徽省环保厅副厅长贺泽
群说，今年初全省围绕控煤、控
气、控尘、控车、控烧五大目标
制定了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任务， 并对一季度未达
到PM2.5季度目标的两个市，
实施二季度涉气项目环评限
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全力推
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据新华社

本报5月20日讯 昨日，省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田
立文坐镇高院执行指挥中心，随
机连线7个基层法院，听取“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汇报。

田立文要求，全省各级法院
党组要高度重视执行攻坚工作，
一把手要充分发挥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分管院领导、执行局局长
要把执行攻坚这一重大政治责
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领执行
队伍努力拼搏、攻坚克难。

田立文要求， 全省各级法
院要抓住重点、靶向作战，确保
“决胜执行难战役” 获得全胜。
要紧盯目标不放， 举全省法院
之力打赢这场硬仗； 进一步加
强精细化执行管理， 加大对执
行案件流程节点管控， 实现网
上办案的精细化管理； 进一步
加大智慧法院建设资金投入力
度， 为执行攻坚提供有力的信
息化支撑。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陶琛 曾妍

中美两国19日在华盛顿就双
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 声明
内容如下：

根据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
统的指示，2018年5月17日至18日，
由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和包括财政
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等成员的美方代表团就
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磋商。

双方同意， 将采取有效措施
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
差。 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
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
展， 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
品和服务。 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
增长和就业。

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
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美方将派团
赴华讨论具体事项。

双方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
务贸易进行了讨论，就创造有利条
件增加上述领域的贸易达成共识。

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同意加强合作。中方将推进包
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
修订工作。

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将
努力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高层
沟通， 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
经贸问题。 ■据新华社

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习近平
主席特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
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于当地
时间5月19日上午接受了媒体
采访。他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
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
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
征关税。

刘鹤说，这是一次积极、务
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
双方就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
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 这次磋
商取得积极成果的最重要原因
是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重要共
识， 根本原因是两国人民和全

世界的需求。
刘鹤说， 中美双方将在能

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
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这既
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
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有利
于美方削减贸易赤字，是双赢的
选择。同时，双方还将继续加强
相互投资和深化知识产权保护
领域的合作。

刘鹤说， 中美经贸关系健康
发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无人能
挡， 面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
能遇到的新曲折新矛盾， 我们要
冷静看待，坚持对话，妥善处理。

■据新华社

又讯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20日表示， 美中两国已就框架问
题达成协议，同意停打贸易战。

姆努钦当天在接受福克斯电
视台采访时说，刚刚结束的美中经
贸磋商取得了很有意义的进展，双
方将继续就经贸问题保持磋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道路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报业印务分公司因技术改造，
对现有一台于2000年投产的卷筒纸报刊轮转胶印机进行处理。
请有回收该设备意向的单位凭营业执照、个人凭身份证等相关
资质证明在规定时间内前来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

本次处理的旧设备为卷筒纸报刊轮转胶印机，具体情况如下：
配 置：1个UOP（半卫星）加2个B-B1个4塔（4个B-B），2个

折析机，4个零速纸架
最大印能：3纸路：一张（4+1）+一张（1+1）+一张（4+4）
4纸路：一张（4+1）+一张（1+1）+两张（2+2）
速度：3万份/小时，裁切尺寸：546MM，投产时间：2000年
一、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年5月16日至25日的工

作日9:00-17:00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52号
联系电话：0731-84329228�13973159159吴女士
二、看样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黄金西路989号湖南日

报印务中心。
联系电话：0731-88317677（胡先生，曾先生）
三、本次旧设备处理实行整体“打包”处置，不接受分开竞

标。
四、评标原则：出价最高者中标，最高价未达到保留底价的

不予中标。
五、投标保证金一万元，中标者转为履约保证金，未中标者

开标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1日

旧卷筒纸报刊轮转胶印机处置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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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就经贸磋商
发表联合声明

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 刘鹤接受媒体采访

不打贸易战，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