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人物

本报9月14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书记、 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 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等中
央领导同志关于长江禁渔工作的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下
阶段工作。杜家毫强调，要进一步
强化政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精细，加强协同协力，像精准扶
贫一样推进禁捕退捕各项工作，
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打赢打好
这场硬仗。省长、省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许达哲讲话。

省委副书记乌兰， 副省长隋
忠诚、朱忠明出席。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
厅、省人社厅和岳阳、常德、益阳
三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我
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有
关工作进展情况和当前存在的主
要问题。 在全面完成退捕渔船渔
民精准识别、 建档立卡工作基础
上，截至9月11日，全省已退出渔
船18575艘、渔民26071人，分别

完成96%、96.4%； 已注销捕捞证
18172本，完成94.8%；采集退捕
渔民就业信息 23011人， 完成
85.05%，已帮扶8441名退捕渔民
实现就业。

杜家毫充分肯定前一阶段
全省禁捕退捕工作取得的阶段
性成效。他说，实施长江禁捕，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为全局计、 为子孙谋的
重大决策。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切实强化政治担当， 坚决扛起
“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任，不折
不扣推动党中央这一决策部署在
湖南落实落地、见到实效。要按照
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六个精准”
的思路， 继续扎实做好渔船渔民
精准识别工作， 为后续渔民转产
安置、 参保补助以及渔船网具清
理和回收处置等工作开展打下坚
实基础。 要科学有序做好退捕渔
船回收处置补偿工作， 将中央财
政下拨资金和省财政安排资金整
体切块到县 (市、 区)， 压实各县
（市、区）主体责任，做到应收尽
收、应销尽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突出做好渔民安

置和社会保障工作， 做到发展产业
转产一批、务工就业稳住一批、支持
创业扶持一批、公益岗位安置一批、
特困救助兜底一批， 进一步细化完
善渔民参保、补助等政策措施，逐步
提高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水平， 确保
“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强化
执法监管，突出渔船这一监管关键，
严厉打击制售禁用渔具、非法捕捞、
市场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等行为，
坚决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

许达哲指出， 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嘱托，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抓好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任务落
实。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切实抓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
策的落实， 真正把老百姓的事情办
好。 要坚持精准施策， 做到精准识
别、精准建档、精准落实，抓好退捕
渔民转产安置和生计保障工作。要
进一步加强禁捕执法监管， 各级各
相关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 形成工
作合力，确保今年底完成“四清”“四
无”任务。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周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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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主持召开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坚决扛起“守护好一江碧水”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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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的今
天，我们该如何发扬“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传统美德。三湘都市
报将推出“你我简约生活”系列报
道，从衣、食、住、行等多方面入
手， 采访多位有着以节约为乐生
活方法及态度的人物， 通过他们
的故事， 推荐充满都市味的多元
化简约生活。（详见本报9月14日
A05版）

勤俭， 历来是中国传统美德
的一部分，《墨子·体过》中说，“俭
节则昌，淫佚则亡。”汉代贾谊在
《论积贮疏》 中有言:“用之亡度，

则物力必屈。”诸葛亮说:“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唐朝诗人李商隐
写下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
俭破由奢”的著名诗句。古老的中
华民族，节约理念一代代相传。

在古时候， 节俭主要是因为
生产力不发达， 土地和人力产出
有限，“物力维艰”之下，节约能够
最大程度地保障生存和生活资源
得以持续， 同时相对减轻劳动者
的产出压力。发展到现代，工业化
革命使劳动产出以几何倍数增
加，人类生存资源被不断开发，以
致资源的丰富性让我们产生了任

何物资都唾手可得的错觉， 因此
一些铺张浪费的现象开始成为常
态。 这些铺张浪费既体现在生活
消费方面，也体现在对资源、环境
的不珍惜方面。

其实， 节约与享受生活之间
并非势不两立， 节约不等于葛朗
台式的“抠门儿”，享受生活也不是
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可以说，如果
没有对这两个概念的正确认知，
那么我们可能根本无法在节约的
道路上迈出步伐。这些年，“极简生
活”、“断舍离” 成为一种新潮生活
方式，被不少人追捧。这两种生活

的内涵都是“摒弃无谓的内容，只
保留基本生活所需物资即可”，当
你不断地为生活做减法， 你会发
现，很多东西不是非要不可，舍弃
了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不是
所有的人都有信念和恒心过这样
的生活，但退一步说，“减少不必要
的支出和消费”还是不难做到的，
这就意味着，节约，不是那么难以
忍受， 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样会
使我们的生活品质严重下降。

在本报采访的几名对象中，
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算是有趣
的，有的是“精明”又专业的二手

物品购买达人，通过经验积累，常常
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二手物品，一年
下来可节省一大笔开支；有的是节俭
经验丰富的老年夫妇，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开创”了一套资源循环利用的
家庭模式， 自得其乐又趣味十足。所
以，节约不一定是抠抠索索的一味节
省，而是可以另辟蹊径。自从“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 成为全民共识以来，节
约的多种模式开始在社会中逐渐出
现，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人是理性的，
节约自然也是理性行为，在这种理性
行为中，塑造更多的可能性，何尝不
是一种乐趣？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4日
晚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
国总理默克尔、 欧洲理事会主
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共同举行会晤， 会晤以
视频方式举行。 中德欧领导人
就中欧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为
下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确
定重点领域， 一致同意加强沟
通协调合作， 确保今后中欧之
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成
功，深化互信，实现互利共赢，
坚持维护多边主义， 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 推动中欧关系迈
向更高水平。 中欧双方宣布签
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确认
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实现
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 中欧决
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
数字领域高层对话， 打造中欧
绿色合作伙伴、 数字合作伙伴
关系。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许
多共同挑战，正站在新的十字路
口。 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
大市场、两大文明，越是面对这
样的形势，越要牢牢把握相互支
持、团结合作的大方向，越要坚
定不移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国际社会
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护正义
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 中欧要做到
“4个坚持”。

一是坚持和平共处。 世界
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
式， 不同文明文化多元共生才
是常态。 中欧和平共处的力量
坚定一分， 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就多一分保障。

二是坚持开放合作。 中国
致力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方将通
过不断挖掘内需潜力， 实现中
欧两大市场、 两方资源的更好
联通、更大效益，推动中欧共同
发展更加强劲、更可持续。

三是坚持多边主义。 中方

愿同欧方在双边、地区、全球层
面加强对话和协作， 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 推动政治解决国际
和地区热点问题， 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四是坚持对话协商。 中欧
要把握好中欧关系合作发展的
主流，以对话化解误解，以发展
破除难题，妥善管控分歧。

习近平强调， 中欧互为重
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双方应加
强宏观政策协调， 拿出更多举
措，释放更多合作机遇。双方正
式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
定》。双方要本着积极务实的态
度，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
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 推动
合作提质升级， 助力疫情后世
界经济复苏， 共同维护开放的
贸易和投资环境。 中国市场保
持对欧开放， 欢迎更多优质安
全的欧盟农产品进入中国。要
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 建设
性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保
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多边进程，
相互支持对方明年办好联合国
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和《生
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
方昆明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
献。要打造中欧数字合作伙伴。
中方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
议》， 希望欧方同中方一道，推
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标准和规
则， 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良
性发展。 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
关切。 中方密切关注近来欧方
在5G、外资审查、政府采购、竞
争政策等方面的一些动向，希
望欧方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
放，塑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
视的营商环境， 保障中国企业
合法权益。

中德欧领导人还就阿富
汗、 伊朗核等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加强
沟通协调， 共同致力于维护国
际和地区安全稳定。

■据新华社

节约也可以很有趣

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签署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9月
14日在东京举行。 现任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以压倒性优势取
得胜利， 成功当选自民党第26
任总裁。

本次选举采取由自民党国会
议员投票和地方支部联合会代表
投票组成的“两院议员总会”的方
式进行投票。其中，国会议员394
票，地方141票，总计535票。选举
结果显示， 在当天534张有效票

中， 菅义伟获得288张国会议员
票、89张地方票，总票数高达377
张， 远远高于获得89票的自民党
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和获得68
票的前干事长石破茂。

16日， 日本将召开临时国会
进行首相指名选举。 作为日本最
大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的菅义伟将
顺理成章成为继安倍晋三之后的
日本第99任首相。据日媒报道，菅
义伟或将在16日当天完成新内阁

的组建。
新年号的宣布者日后成为首

相的典故，似乎早就预示了“令和
大叔” 菅义伟将登上权力巅峰。但
在世袭权贵当道的日本政坛，这位
出身农村、一步步打拼上来的“平
民首相”似乎又是一个“异类”。日
本舆论都在议论，他会暂时过渡还
是长期执政，是会因袭安倍还是推
陈出新。

■据新华社

菅义伟：“令和大叔”终上位，“平民首相”待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