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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7日讯 7月 26
日， 湖南省第二批第一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长沙第二天，督
察组就长沙市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工作有关情况对长沙
市级相关领导开展了个别谈
话。 据悉， 本次个别谈话涉及
51人，包括市委、市政府、市人
大、市政协“四大家”有关领导
28人，有关区县 (市 )、部门主要
负责人23人。

省环保督察组进驻长沙以

来，已全面开展工作，目前已调
阅42册相关资料。进驻首日已接
到信访交办件91件，主要涉及水
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
噪声污染等类别，其中涉及大气
污染类信访30件。

长沙市接到督察组转办件
后，将按照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
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做到“件
件有落实，件件有回复”，确保整
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何嘉卉

本报7月27日讯 今天上
午， 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
书记杜家毫强调， 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 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第一仗。 要牢牢把握
正确方向， 以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为重点，
因势利导、精准施策、久久为
功， 更好推动农村高质量发
展，创造农民高品质生活。省
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出席
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省
领导胡衡华、谢建辉、向力力、
叶红专、隋忠诚、陈文浩、戴道
晋、 彭国甫出席会议或参加
考察。

杜家毫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全局高度，
就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出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 我们要
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对标看
齐， 从整体高度把握目标要
求， 确保到2020年实现农村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村庄环
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 农民
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杜家毫指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非一朝一夕之功，必
须以问题为导向，精准发力、
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当前，重
点要实施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 坚持规划先行，
做到科学论证，统筹协调，严
格执行。 要加大整治建设，坚
持底线思维， 统筹推进治垃
圾、治污水、治厕所、治违建、
治陋习， 着力解决农村环境

“脏乱差”问题；充分做好农村
增绿、护绿工作，慎砍树、禁挖
山、不填湖，形成独具特色的
生态田园风光；着力加强“四
好农村路”、安全饮水、电网改
造、“光纤入户”等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要实
行分类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牢牢把握“突出地域和
民族特色”“有多少钱办多少
事”两个重点，在整治标准和
内容上不搞“一刀切”，在整治
进度和节奏上不搞“齐步走”，
做到因地制宜、 有序推进，不
能急于求成、盲目举债。

杜家毫强调，各级党委政
府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把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抓在手
上、扛在肩上，突出县域重点，
加强统筹协调， 层层压实责
任，严格督查考核，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农民
参与引导机制，强化典型示范
引领，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全面铺开、顺利推进。

许达哲指出，要坚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让美丽乡村成
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
国的底色”重要指示，把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首胜之仗。

会上，长沙市、岳阳市、长
沙县、湘阴县、资兴市、宁远
县、凤凰县主要负责人作了典
型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
长沙县湘丰村、锡福村和湘阴
县燎原村、紫花村，实地考察
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情
况。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贺威

“金砖+” 领导人对话会27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与会
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
南合作大计， 达成广泛共识。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对话会并发
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
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
共同的机遇和挑战。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愈显重要。

第一，拓展“金砖+”合作，共
同深化互利伙伴关系。我们应该
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守望相助，
以“金砖+”合作为契机，建设开
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打造深化南南合作的平台。

第二，拓展“金砖+”合作，共
同挖掘发展新动能。 我们应该共
同把握机遇， 通过本次会晤建立
起来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抢占面向发展制高点，把互
补优势和协同效应充分释放出
来，实现创新、联动、包容发展。

第三，拓展“金砖+”合作，共
同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我们要共
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全球经济
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四，拓展“金砖+”合作，
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我们
应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 共同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坚持南北合作
为主渠道、 南南合作为补充的

国际发展合作格局。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再次走进非洲， 意义重
大。我们应该以这次对话会为契
机，全面深化金砖国家同非洲国
家伙伴关系。未来无论国际格局
如何变化，中方都将秉持真实亲
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继续支持
非洲发展振兴。今年9月，中方将
和非洲共同举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我期待同非洲领导人
在北京相会，为深化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出席对话会的其他领导人
赞赏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
堡会晤延续厦门会晤做法。各方
认为，当前形势下，特别是面临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挑
战，要深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团结协作，推动金砖国家
同非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提升
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共同反对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实现包容
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增进各国
人民福祉。

金砖国家领导人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 巴西总统特梅尔、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和
对话会受邀国安哥拉、 阿根廷、
博茨瓦纳、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
及、加蓬、莱索托、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
旺达、塞内加尔、塞舌尔、坦桑尼
亚、多哥、土耳其、乌干达、赞比
亚、津巴布韦、牙买加领导人或
领导人代表以及有关非洲区域
组织负责人出席对话会。

■据新华社
本报7月27日讯 今天上

午， 在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后， 我省随即在长沙
召开了全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征兵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总结去年
征兵工作情况， 安排部署今年
征兵任务。省军区领导毕毅、喻
军出席。

今年征兵分四个阶段组织
实施：8月5日前， 组织应征报
名和初检初审 ；8月5日至 25
日，组织体检、政治考核和走
访调查；8月26日至9月9日，组
织复查复审、综合素质考评和
审批定兵，开展新兵役前教育
训练；9月10日起运新兵，9月
底征兵结束。同时将首次实行
兵员素质综合考评及择优定
兵办法， 根据学历学业情况、
个人专长、表彰奖励等客观情
况， 量化评分自选入伍去向，
优化定兵机制，树立公开公平
公正鲜明导向。

省军区司令员毕毅强调，
要认清征兵形势，加强军地统
筹，兵役机关要发挥好牵头协
调作用，加强征兵督导，严格
征兵把关，强化主业主为的使
命担当；要秉持“群众利益无
小事”的服务理念，进一步转
变作风、完善制度、规范服务，
努力把征兵工作建成风清气正
的行业净土。

■记者 施泉江 周小雷
见习记者 满延坤 通讯员 陈静

本报7月27日讯 今日上
午，省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闭幕式）在长沙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残联六届
执行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并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省残联主席团、执
行理事会、 各专门协会和出席中
国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
表。 新当选的省残联第七届主席
团主席、副省长隋忠诚发表讲话。

隋忠诚强调，发展残疾人事
业的各项重点工作，要在加快推

动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上着力，
在大力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上
着力，在不断提高残疾人康复水
平上着力，在切实落实社会保障
政策上着力。 要扎实抓好顶层制
度设计、部门协作配合、工作责任
落实、 干部队伍建设和残联自身
建设，推动保障措施落地，确保圆
满完成本届残联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上，肖红林当选省残联
第七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
■记者丁鹏志实习生徐婷谢芬

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 指明金砖合作四大方向

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7月26日，湘阴县金龙镇燎原村，在蓝天白云、绿树鲜花的映衬下，一排排新农村房屋格外耀眼。近年，该县
将改善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力推进“空心房”整治、山塘治理、“厕所革命”、垃圾分类、污水处理
五大工程建设，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记者 李健 摄

省环保督察组进驻长沙
首日交办信访件91件

湖南省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
隋忠诚当选第七届主席团主席

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召开 杜家毫许达哲讲话

增绿护绿：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全省征兵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严格征兵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