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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水道纵横、 山峦叠
翠，属于中国的“生态重地”“环保
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部
地区崛起必须是绿色崛起，要开展
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
治理， 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
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这一重
要论述， 为湖南坚持生态优先、实
现绿色崛起指明了方向路径。

山水是湖南最靓的名片，生
态是湖南最大的资源。这些年来，
湖南以“一湖四水”为主战场，扎实
推进长江岸线保护治理和生态修
复，深入实施湘江保护与治理“一
号重点工程” 和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行动， 强力推进中央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 污染防治攻坚
战取得了积极进展， 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尤其我们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关停并转了一大批落后
污染企业，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
前所未有，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
扫了战场、 创造了条件。“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之间，正逐渐呈
现出清晰的“微笑曲线”。

同时也应看到， 作为有色金
属矿业大省， 湖南重金属污染等
环保欠账较多，全省96%以上的区
域属于长江流域， 污染防治任务
艰巨；产业结构偏重、重化工占比
偏高、 区域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不
均衡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生态
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
前行的关键期。“逆水行舟用力撑，
一篙松劲退千寻。” 越到这种夺关
闯隘的关键时候，越要咬紧牙关、
毫不退缩。事实上，无论是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
“真正把生态系统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保护好”“守护好一江碧水”
等指示精神， 还是坚持长江经济
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都
要求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
子。如果仅仅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
点困难， 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
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
头， 实现湖南绿色崛起就无从谈
起。 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应自觉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校准思想行

动，坚持正确政绩观，真正把新发
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内化
于心、践之于行。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解决
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
问题， 既是改善环境民生的迫切
需要， 也是实施绿色崛起的当务
之急。这需要我们突出“一湖四水”
系统联治，解决水污染、水生态、水
资源、水安全问题，力争早日重现
“漫江碧透、鱼翔浅底”的景象；以
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为
重点，打好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以固体废物
处置与加工利用为重点， 打好净
土保卫战，保证“米袋子”“菜篮子”
“水缸子”安全；以城乡污染整治为
重点， 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补
短板，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使
老百姓享有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山
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加强
生态修复、 推进污染防治不能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统筹兼顾、
整体施策、系统联治。既要统筹好

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
下，又要统筹好水、路、港、岸、产、
城等各方面发展，达到系统治理的
最佳效果。从当前正在推进的三大
攻坚战来说，污染防治也需要与其
他两大攻坚战一体推进、 形成联
动。比如，解决突出环境问题、防止
各类生态环境风险积聚扩散，本身
就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的重要内容；我省贫困地区大都
生态良好，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发
展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也将有力
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从系统工程和
全局角度寻求生态建设之道，将为
以环境治理留住绿水青山、用绿色
发展赢得金山银山打开广阔空间。

生态环境问题根源在经济结
构和发展方式。 推动绿色崛起，根
本在于强化源头治理， 以发展方
式的“脱胎换骨”求得生态环境的
根本好转。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绿
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各方
面，融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全
过程，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 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坚决摒弃“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改变“大量生产、大量
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
模式， 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
子”，以强制性、约束性标准倒逼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促进产业
高端化、循环化、绿色化，提升经济
发展的“绿色含量”。我省老工业基
地清水塘、竹埠港、合江套、水口山，
过去因设备陈旧、 污染严重而饱受
诟病，如今在搬迁中改造升级，迎来
了破茧成蝶的新生。 培育壮大节能
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产业，
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 实现降低污染排放负荷与提
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良性循环。

“纤纤不绝林薄成， 涓涓不止
江河生。” 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清
土净的美丽湖南，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路子，湖南就一定能够实现绿色
崛起，为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作出更大贡献。

（原载于2019年5月27日《湖
南日报》一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
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
和责任追究办法》共有十章42条，
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办法》提出，在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在
事前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
机构变动或者主要领导成员即将
离任前提拔、调整干部的；除领导
班子换届外，一次集中调整干部数
量较大或者一定时期内频繁调整
干部的；因机构改革等特殊情况暂
时超职数配备干部的；党委和政府
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
导成员人选，不经民主推荐，由组
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的；破
格、越级提拔干部的；领导干部秘
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领
导干部近亲属在领导干部所在单
位（系统）内提拔任用，或者在领导
干部所在地区提拔担任下一级领

导职务的；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地市在完成脱贫任务
前党政正职职级晋升或者岗位变
动的，以及市（地、州、盟）、县（市、
区、旗）、乡（镇）党政正职任职不满
3年进行调整的； 领导干部因问责
引咎辞职或者被责令辞职、 免职、
降职、撤职，影响期满拟重新担任
领导职务或者提拔任职的；各类高
层次人才中配偶已移居国（境）外
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外人员、本人已移居国（境）外
的人员（含外籍专家），因工作需要在
限制性岗位任职的； 干部达到任职
或者退休年龄界限， 需要延迟免职
（退休）的；其他应当报告的事项。

该办法自2019年5月13日起施
行。2003年6月19日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监督检查办法（试行）》、2010年3月
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同时废止。（扫版面左上角
二维码看《办法》全文）■据新华社

本报5月27日讯 今日上
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在长沙开幕。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莲玉主持
会议，副主任黄关春、杨维刚、王
柯敏， 秘书长胡伯俊出席会议。
副省长陈文浩、省高院院长田立
文列席会议。

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
半， 将听取和审议6项报告，审
议、审查7件地方性法规草案，审
议1项决议草案和人事任免案。

受省政府委托，陈文浩作了

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湖南省湘江保
护条例》《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
护条例》情况的报告（下称“一法
两条例”情况报告），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潘碧灵作了关于2018
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以及2019年环境
保护工作任务安排的报告、关于
《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田
立文作的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
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杨维刚作的关
于检查水污染防治“一法两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
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主任委员李小平作的关于《湖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推进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
行难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余缨作
的关于《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草
案·三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
告。 ■记者 丁鹏志

本报5月27日讯 聚焦创新社
会治理， 共商法制媒体融合发展。
今天上午，2019年全国省级法制
（治）报社长（总编辑）年会在长沙
召开，启动创新治理看三湘采访活
动。来自全国29家省级法制（治）报
的社长、总编辑及优秀记者汇聚湖
南。

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法制新
闻协会、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指导，金鹰报

刊社《法制周报》承办，湖南万润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省委政法委
及省直政法单位、 省委宣传部、省
新闻出版局、 省记协等相关单位、
部门领导出席启动仪式。接下来一
周里，全国29家省级法制（治）报社
长、 总编辑和记者组成的采访团，
分南北两线深入市（州）20多个政
法单位，集中采访平安湖南、法治
湖南建设的好经验、好方法。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倪欢欢

坚持生态优先 实现绿色崛起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

领导离任前提拔干部应事前报告

全国法制媒体汇聚三湘看创新治理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
将审议、审查7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等

5月27日，湘江长沙段开福区风帆广场亲水平台部分台面已经没入江水中。
当天17时，湘江长沙站水位涨至30.73米。根据省水文局预测，受前段时间降雨
影响，湘江上游可能发生涨幅1米至3米的洪水过程。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湘江水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