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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
质上也是经济增长从依靠传统增
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的过程。 新的
增长点在哪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新的增长点就在我们身边，蕴
含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当中”。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关乎生
态、涉及民生，面广量大，是当前稳
投资的发力点、稳增长的支撑点。

不久前，省委省政府召开高规
格的全省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现场会， 这是多年来的第一
次，释放的信号不言而喻：城乡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抓手，更是落实中央“六稳”部
署特别是稳投资的重要举措。

湖南投资占GDP的比重较高，
稳投资依然是改善经济结构、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之一。我们反
对过度依赖投资、 过度举债搞建
设，但如果投资稳不住、上不去，要
实现稳增长就是一句空话。对湖南
来说， 现阶段投资需求仍然很大，
投资“建功立业”的舞台还很广阔。
譬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环境
设施建设、重大产业项目、重大乡
村振兴项目等，皆是发挥投资关键
作用的重要领域。

这些年特别是2013年底，省委
省政府提出加快“两供两治”（供水
供气、污水和垃圾治理）建设以来，

全省城乡环境基础设施面貌发生
了重大变化。但相比交通基础设施
而言，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比
较多。有的地方特别是县城、中心
镇供水能力有限，间歇性停水比较
多；有的水量解决了，水质却不尽
如人意；有的城市排水管网标准偏
低，一下暴雨就开启“看海”模式；
有的地方雨污不分流，污水处理能
力较弱、管道陈旧落后，导致大量
污水到雨季时直排河里；有的住宅
小区建好了， 但污水管网没接入、
处理设施跟不上，造成黑臭水体难
以消除；甚至还有的乡镇、村组垃
圾乱堆乱放、臭气熏天，等等。我省
现有环境基础设施明显滞后于城
乡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亟待补齐的短板。

短板就是潜力，就是工作的着
力点。 聚焦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既能拉动有效投资、扩大最终
需求，又能促进技术升级、产业发
展、城乡建设，还能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举多
得。从一些地方实践探索看，不少
供水供气、 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其
实都有现金流、 有稳定的投资回
报。去年启动运营的长沙市生活垃
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
技术指标国际领先，项目运行一年
多累计处理生活垃圾240万吨，减

少黑麋峰固废垃圾填埋场垃圾库
存6000多吨，推动长沙市加速告别
垃圾填埋时代，而项目全部投资10
年左右就能收回。这样的项目技术
含量高、关联面广，广泛存在于垃
圾资源化利用、污水处理、固体废
弃物处理、供水管网管道建设等领
域。通过这些项目建设可以促进上
下游产业高端化、循环化、绿色化，
提升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抓好
了这些群众有需要、 投资能回收、
银行愿贷款的项目， 就是对稳投
资、稳增长的贡献，就是对转方式、
调结构的推动，就能形成经济新的
增长点。

当然，聚焦城乡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并不等同于“大水漫灌”“撒
胡椒面”，而应投到关键处、补到点
子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城乡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将突出抓好安全
供水、气化湖南、污水治理、垃圾治
理、黑臭水体整治、智慧建设增效
等六大工程，在提标、增效、扩面上
下功夫。以提高标准、改造建设为
抓手， 全面推进既有供水供气、垃
圾污水处理设施提质改造，推动城
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从重数量向
重质量转变，从“有没有”向“好不
好”提升。坚持系统联治，摒弃“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惯性思维，推
动污水垃圾治理从“末端处理”向
“系统治理”转变。以新建设施为重

点，按照“县以上城市重点补短板、
提质量， 县以下乡镇突出补空白、
扩容量”的要求扩面延伸，集中力
量消除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空白现
象”，推动设施建设从“覆盖城市”
向“覆盖城乡”转变。

毋庸置疑，城乡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经常碰到“钱从哪里来”“利
从哪里得”的现实拷问，也面临利
益调整、利益博弈的问题。有的承
包合同不规范， 有的企业经营不
善，出现了质次价高等问题，群众
意见大。解决好这些问题，还得推
动体制机制创新，找准政府主导和
社会参与的最佳结合点，探索建立
政府与社会共同投资、 合作共赢的
建设运营机制，既用好政府“有形之
手”，又充分调动市场“无形之手”；既
让投资者有利可图、能持续运营，又
充分考虑居民承受能力， 确保老百
姓用得上、用得起。这方面，各地包
括省内都有一些好的经验， 可以实
行“拿来主义”、借鉴运用。

聚焦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既是一场攻坚战， 也是一场持久
战； 既需要从举措上解决怎么建、
怎么管的问题，更离不开从思想上
端正政绩观。一些地方城乡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不力、 成效不大，
说到底是思想上还有落差、政绩观
有偏差。 可能在一些同志眼里，像
供水供气、雨污分流、地下管网、污

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大多是看不见
的“地下工程”，远没有修建高楼大
厦、 大马路大广场来得直观气派；
可能还有的同志认为，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周期长， 非一朝一夕之功，
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等等。这需
要各级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拿出久久为功、善作善
成的韧劲和毅力，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襟境界，一锤接着一锤敲，
一张蓝图绘到底。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促进
环保产业发展。 综观国际国内，有
许多一流的环保企业；细分湖南城
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蕴藏着
广阔的发展前景， 说其是千亿产
业、万亿产业决不为过。以市场引
产业、 以项目换投资是发展之道。
我们要放宽视野，摒弃各种观念的
束缚、利益的藩篱，集中精力去学
习、去研究、去破题、去招商，像发
展互联网产业一样持续用力，湖南
的环保产业也会做得风生水起。

俗话说，“年年难过年年过，事
事无成事事成”。 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和转型阵痛，只要我们能够抓住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这样的群众痛
点、发展短板，出实招、务实效，就
能培育形成更多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新的增长点。 ■晨风

（原载2019年4月15日《湖南
日报》一版）

本报4月15日讯 今天下午，
2019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恳谈
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香港举
行，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2个，投资
总额达1700亿元。省委书记杜家毫
出席并致辞。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副
主任谭铁牛出席，省委常委、长沙市
委书记胡衡华主持， 副省长何报翔
作省情专题推介。来自欧美日等12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企业高层
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达42家。

杜家毫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多年来，
湖南的改革开放与粤港澳地区的
发展紧密相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是湖南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机
遇， 也是广大企业的重大商机。举
办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
投资贸易洽谈周， 就是为了抢抓
发展机遇，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深化拓展与大湾区乃至世界各
地的全面合作，促进湖南经济高
质量发展。希望香港各界人士进
一步关心支持湖南发展，更好地

帮助湖南做好“走出去”和“引进
来”两篇大文章。

会上，香港中华总商会、荷兰
夸特纳斯、蓝思科技等11家商协会
和知名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就进
一步深化与湖南的交流合作建言
献策。 在随后举行的签约仪式上，
共签约重大项目32个， 投资总额
1700亿元。其中“三类500强”企业
投资项目11个，总投资729亿元；投
资额100亿元以上项目6个，总投资
950亿元； 株洲经开区与中国平安
不动产有限公司签订的“株洲平安
绿谷项目”， 总投资达300亿元，成
为投资额最大的签约项目。

■记者 贺佳

近日，中共中央印
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
产 党党 组工 作 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
行。

通知强调，《条例》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
章为根本遵循，充分体
现近年来党组工作的
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
成果，回应党组工作的
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
实现党组制度的守正
创新。

通知要求， 各地区
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 看齐意识，严
格贯彻执行《条例》，确
保党组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
把方向 、管大局 、保落
实的重要作用，确保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

■据新华社

聚焦城乡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稳投资
———四论集中精力抓好经济新的增长点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答记者问

更好发挥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目前， 全国从中央到县级
共设有10.2万多个党组。在党组
履行职责方面， 一些地方和单
位对党组承担什么职责、 如何
发挥领导作用， 理解和执行还
有一些偏差， 有的党组对业务
工作大包大揽、 事无巨细都去
抓，有的只管干部、业务工作不
闻不问， 有的错误地认为抓党
建是党组工作的“副业”。在党
组设立方面， 一些地方在设立
条件、 标准等把握上还存在随
意性，有的应当设立没有设立，
有的不该设立设立了， 一些党
组超职数配备党组成员。

这次《条例》修订，进一步
细化了党组设立的条件标准。
在原《条例》基础上，明确县级
以上政府工作部门、 派出机关
以及有关管委会的工作部门应
当设立党组； 领导机关中的党
员领导成员不足3人的、与党的
机关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
的、 由党的机关代管或者管理
等并纳入党的机关序列的、县
级以上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外
的其他事业单位、共青团组织、

中管企业的下属企业以及地方
国有企业、 地方文化组织和社
会组织等不设立党组。

这次《条例》修订，进一步压
实了党组发挥好把方向、 管大
局、保落实的领导责任。一是在
党组对本单位业务工作的领导
方面， 将党组讨论和决定的重
大问题由原来的7项调整为12
项， 新增了贯彻落实党中央以
及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的重大
举措， 制定拟订法律法规规章
和重要规范性文件中的重大事
项，业务工作发展战略、重大部
署和重大事项， 重大改革事项，
审计、巡视巡察、督查检查、考核
奖惩等重大事项，重大思想动态
的政治引导等内容。二是在党组
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方面，
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理论
武装、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
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
员队伍建设、 加强作风建设、加
强纪律建设、 抓好制度建设等8
个方面，对党组全面履行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提出明确要求。

党组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增为12项

2019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恳谈会在港举行

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2个
投资总额1700亿

据悉，2019湖南—粤港澳大
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期间， 我省
共发布省级重点招商项目597个，
涵盖基础设施、新型工业化、现代
服务业、农业开发等领域;已签署
省级重大项目183个， 投资总额
3098.5亿元，合同引资2847.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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