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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2
日召开会议， 讨论国务院拟
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稿，审议《关于
2018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重点工作情况报告》、
《关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党
政领导干 部考 核 工作 条
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实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要统筹实施好宏观政
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
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
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
政策。 要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加强污染防治
和生态文明建设， 深化重
点领域改革， 推动全方位
对外开放，更好保障和改善
民生。

会议对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2018年的工作给予
肯定，同意其对2019年的工
作安排。会议强调，要准确把
握形势任务， 深化监督规律
认识，加强政治监督，深入查
找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存
在的政治偏差， 坚决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巡
视工作方针，突出问题导向，
把巡视与纪检、监察、组织、
审计等监督贯通起来， 高质
量推进全覆盖。 要建立巡视
整改日常监督机制， 推动整
改常态化长效化。 要完善巡
视巡察格局， 建立指导督导

机制，促进上下联动、上下贯
通。要加强规范化建设，使巡
视工作更加有效。

会议强调， 开展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非常必要。 脱贫
攻坚成效显著， 但也存在一
些共性问题， 要用好专项巡
视成果，强化整改落实，促进
精准脱贫攻坚。 各级党组织
要强化责任担当， 聚焦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坚持目
标标准不动摇，贯彻精准方
略不懈怠，切实抓好今明两
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结合巡
视发现的问题，深入开展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加强贫困地区基层
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优化
脱贫攻坚政策， 完善工作机
制，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会议指出，制定《党政领
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对推
动解决当前干部考核工作和
干部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
激励引导广大干部以更好的
状态、 更实的作风带头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确保
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
调一致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要旗帜鲜明把政治标准贯穿
干部考核工作始终， 确保各
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要完善干部考核方式方
法和结果运用， 综合运用平
时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
任期考核四种方式， 实现干
部考核经常化、制度化、全覆
盖，把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
激励约束、 追责问责等结合
起来， 最大限度调动各级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

■据新华社

本报2月22日讯 今日上
午，长沙高新区举行2018年
度政策兑现暨营商环境优化
年动员大会。 据介绍，2018
年 度 ， 高 新 区 累 计 派 发
21.94亿元奖励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高端人才，其中区级
资金支持15.05亿元、争取上
级资金支持6.89亿元。

长沙高新区用“真金白
银”兑现承诺，激励大家趁势
而上、再创佳绩。春节后第一
时间召开政策兑现表彰大
会， 也是高新区多年来一直
坚持的传统。

此次共设税收突出贡献
功勋单位”、“产值首次突破
10亿企业”、税收重大贡献功
勋单位”、“突出贡献创新专

家”、“优秀企业家” 代表、“经
济运行工作先进个人”等多个
奖项，兑现的支持事项共11大
类53项， 获得支持企业达到
914家，支持项数4724项。据介
绍，2018年度长沙高新区为
企业兑现及争取的各类政策
扶持资金共计21.94亿元，同
比增长25.6%。其中，为企业兑
现的产业扶持资金9亿多元。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
公司是长沙高新区第一家本
土创业的上市企业， 目前已
经成为全球第五大血糖企
业、第三大血脂企业。今天，
该公司共有7个项目获得奖
励，累计资金近百万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余旭华

2月22日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株洲市主持召开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2019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部署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他强调，要继续发扬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精神，纵深推进
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坚决打赢湘江保护和治理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江碧水。

这次会议把会场搬到了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现场。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关停后的
株冶集团和清水塘棚户区改造项目。考察中，杜家毫指出，搬迁关闭重化工企业，会带来经济发展短期阵
痛，但暂时的“牺牲”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要再接再厉，把底子打好、把“战场”清扫好，通过编制好规
划、选准突破口，让清水塘开好局、起好步，扬帆再出发。

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和湘江流域8市分别发言。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

旗帜鲜明把政治标准贯穿干部考核始终

21.94亿元！
长沙高新区给“经济功臣”派发“大红包”

一抓到底，确保一江清水向洞庭
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这么干

一抓到底
确保一江清水向洞庭

长沙：坚决落实“河长制”。加快
实现全截污，2020年实现城区、园区
和建制镇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全截
污、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

衡阳：多措并举“治好水”，从严
监管“护好水”，生态过滤“净好水”。
强力推进河湖“清四乱”（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专项行动。

株洲：系统推进从治水护水向兴
水活水转变、从局部水生态治理向全
面水生态文明建设转变。

湘潭：系统推进湘江、涟水、涓
水流域和水府庙库区“一江两水一
库”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湿地
修复、水资源保护和防洪能力提升。

岳阳：2019年底前， 码头泊位改造
提质基本到位， 沿江生态环境修复基本
成形，交出打造最美长江岸线的“答卷”。

郴州： 进一步加强水源地环境
保护，重点实施东江湖水环境保护、
湘江水源涵养保护、 集中式饮水水
源地保护三大工程。

永州： 坚定扛起保护好湘江源
头的政治责任， 继续加强工业污染
防治、 矿区综合治理、 农村环境整
治，真正守护好湘江之源。

娄底： 全面打响覆盖“矿内矿
外、山上山下、城区乡村”的锡矿山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三年攻坚战。

近年来， 我省走出了一条具
有湖南特色的河长制之路。 省水
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河长
制为抓手， 持续做好湘江保护和
治理工作。

增强流域水安全保障。 提升
防洪能力， 尽快完成69个城市防
洪闭合建设、455座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124条中小河流治理。 确保
供水安全，加快推进毛俊水库、椒
花水库等大中型骨干水源工程建
设， 完成长沙和衡阳应急水源配

套工程建设， 其余地市基本完成
应急水源建设。 整体推进农村饮
水项目建设和管理，到2020年，流
域内行政村供水覆盖率达到
100％，全面完成千吨万人以上规
模集中式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

补齐流域生态短板。 加强水
源涵养保护与治理， 持续推进退
耕还林还湿、 矿山复绿行动和河
湖湿地保护修复； 加强河湖管理
与保护，重点查处非法围垦、非法
采砂、违规建筑等破坏河湖行为。

6年来，湘江保护与治理连续
实施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堵源
头”“治调并举”两大阶段性任务顺
利收官， 湘江变清了变净了变美
了。2018年，湘江流域水质总体为
优，干、支流157个考核断面中，Ⅰ
～Ⅲ类水质断面155个，占98.7%。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同志介
绍，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
推进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建
立水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管理体
系，突出转型发展、污染治理、生

态保护，完善政策措施，补齐治理
短板。以腾退土地为重点，强化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治理；持
续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控， 到2020
年湘江流域干流和主要支流重金
属超标问题明显改善， 水质稳定
在Ⅲ类以上。

同时， 结合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解决
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建立流域财
政资金奖惩机制，鼓励、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环境治理。

■记者 唐婷 周帙恒 唐亚新

确保湘江干流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

以河长制为抓手，增强流域水安全保障

省水利厅

湘江流域8市

新春开工
造船忙

2月22日， 位于
长沙市望城区湘江
码头的湖南湘船重
工有限公司，工人正
加紧生产船舶。该公
司在制造客船方面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是湖南先进制造的一
个亮点。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