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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兩日湖北考察調研 把脈長江經濟帶

把長江生態修復放首位

習近平相關講話
1、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

要發揮長江黃金水道作用，產業發展
要體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要求。

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要以生態優先、
綠色發展為引領。

4、2016 年 1 月 5 日，推動長江經濟帶
發展座談會

2、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
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長江和
長江經濟帶的地位和作用，說明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
須堅持生態優
先、綠

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導向推
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3、2016 年 1 月 26 日，中央財經領導
小組第十二次會議
要促進要素在區域之間流動，增強發
展統籌度和整體性、協調性、可持續
性，提高要素配置
效率。

色發展的戰略定位，這不僅是對自然
規律的尊重，也是對經濟規律、社
會規律的尊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整理

■習近平在荊州港碼頭登上輪船
習近平在荊州港碼頭登上輪船，
，察看長江
沿岸生態環境和發展建設情況。
沿岸生態環境和發展建設情況。
新華社

「大國重器須握自己手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一連兩日在湖北考察調研。他在長江沿岸調研時強調，長江經濟帶建設
要把長江生態修復放在首位，在堅持生態保護的前提下，發展適合的產
業，實現科學發展、有序發展、高質量發展。
年 1 月 5 日，習近平在重
兩年前，2016
慶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
強調「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
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
大保護，不搞大開發」，要讓中華民族的
母親河永葆生機活力。

立規矩助轉型 實現科學發展
4 月 24 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從北京直飛湖北宜昌。一下飛機，習近平
便前往長江沿岸考察調研長江生態環境修
復工作。習近平第一個考察點是位於長江
岸邊的興發集團新材料產業園，聚焦破解
「化工圍江」問題。
興發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精細磷化工企
業。從去年開始，企業對園區臨江生產設
施拆除或整體搬遷，關閉了排污口，並對
拆除區域進行全面綠化。
習近平對企業員工說，我強調長江經濟
帶建設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不是
說不要大的發展，而是首先立個規矩，把
長江生態修復放在首位，保護好中華民族
的母親河，不能搞破壞性開發。通過立規
矩，倒逼產業轉型升級，在堅持生態保護
的前提下，發展適合的產業，實現科學發
展、有序發展、高質量發展。
昨日上午，習近平驅車一個半小時，從
宜昌前往荊州。在荊州港碼頭登上輪船，
順江而下，察看長江沿岸生態環境和發展

建設情況，聽取長江航運和航道治理、河
勢控制和護岸工程、非法碼頭整治等情況
匯報。

堅持綠色發展 尊重自然規律
2014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長江經濟
帶作為三大戰略之一被正式提出。2016 年
1 月，習近平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
會上強調的大的原則就是「共抓大保護、
不搞大開發」「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
倒性位置」。他在會上說，新中國成立以
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江流域經濟社
會迅猛發展，綜合實力快速提升，是我國
經濟重心所在、活力所在。長江和長江經
濟帶的地位和作用，說明推動長江經濟帶
發展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
定位，這不僅是對自然規律的尊重，也是
對經濟規律、社會規律的尊重。
2016 年 1 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
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
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再次提到長江經濟帶
的發展：「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
覺，失之難存。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
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生態環境保護上，
一定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不
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
近利。」

■習近平視察左岸發電廠中央控制室。

新華社

■習近平接過村民洗衣用的
棒槌，
棒槌
，俯下身試着捶打了幾
下衣服。
下衣服
。
新華社

修復長江生態 事關國家發展
長江經濟帶面積
約佔全國 21%，人口
和經濟總量佔比均
超 40%，擁有中國 1/3 水資源和 3/5 水能
資源儲備總量，是華北供水的蓄水池和全
國糧倉之一。修復長江生態是事關中國未
來發展的戰略性決策。
2015年聯合國《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預
警：由於城鎮化、人口增長和糧食生產、能
源與工業用水需求增加，地球未來15年將面
臨40%的水資源短缺。可以預見的是，未來
國家競爭力比併中，長江經濟帶將是支撐中
國的重要生態屏障和經濟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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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河湖長 限建小水電
去年湖北宜昌江邊 25 家化工廠關閉，
此消彼長，從去年年底開始，成群的瀕危

保護動物——長江江豚回歸。長江中游
生態修復的成果，無須更多數據佐證，僅
是江豚這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重現就可見一
斑，這距離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月在重
慶指示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不搞大
開發」不到兩年。
宜昌是湖北的縮影，截至去年，湖北
關閉污染企業千餘家，取締沿江非法碼頭
367 個，嚴厲打擊非法採砂，全省拆除
122.2萬畝圍欄圍網和網箱養殖。
湖北又是整個長江流域的縮影，沿線
11 省市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任命河湖
長、清零幹流及主要支流岸線 1 公里內的
重化工園區、嚴格限制新建各類小水電、
整治沿岸環境。生態優先的規矩正在逐步
樹立，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不能再讓母親
河來承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習 近 平 24
日來到三峽
大壩，登上
壩頂，極目遠眺長江上下游，詳
細了解三峽工程建設、發電、水
利、通航、生態保護等方面的情
況。隨後，他前往通航船閘、升
船機和左岸發電廠實地調研。
他對工程技術人員說，來到三
峽大壩看一看，感到很高興、很
激動。國家取得這麼偉大的成
績，這也是你們作出的貢獻。國
家要強大、民族要復興，必須靠
我們自己砥礪奮進、不懈奮鬥。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不會是歡歡喜喜、熱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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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村便民服務室聽用漁鼓調填詞的《黨
員公約》。
新華社

16 年移民逾百萬
0$
三峽工程移民區域
主要指按照位於宜昌
縣中堡島的三峽大壩
蓄水 175 米方案，因水
位升高而受淹沒影響
的有關行政區域。根
據測算，受三峽工程

淹沒直接影響的區域
主要是湖北和重慶的
22個縣、市、區。
從 1993 年起，截至
2009 年底，三峽移民
搬遷安置任務如期完
成，累計搬遷安置移
民129.64萬人。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
設委員會官網及網易

鬧鬧、敲鑼打鼓那麼輕而易舉就
實現的。
習近平表示，我們要靠自己的
努力，大國重器必須掌握在自己
手裡。要通過自力更生，倒逼自
主創新能力的提升。試想當年建
設三峽工程，如果都是靠引進，
靠別人給予，我們哪會有今天的
引領能力呢。我們自己迎難克
堅，不僅取得了三峽工程這樣的
成就，而且培養出一批人才，我
為你們感到驕傲，為我們國家有
這樣的能力感到自豪。希望我們
共同努力，上下同心，13 億多中
國人齊心合力共圓中國夢。
■綜合新華視點及中新社

三峽壩首移民村
活動豐富服務暖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
人民網報道，24 日下午，習近平
驅車來到緊鄰三峽大壩的太平溪
鎮許家沖村，了解這個移民村變
遷和發展特色產業等情況。
許家沖村位於聞名遐邇的三峽
大壩壩首，是一個典型的複合型
移民村。正在村裡洗衣服的幾位
村民告訴習近平，過去是在江邊
洗衣服，現在村裡建起了便民洗
衣池，用上了自來水，污水集中
處理，既尊重了生活習慣又很環
保。習近平接過洗衣用的棒槌，
俯下身，試着捶打了幾下衣服，
「現在洗衣服也是綠色環保的
了。」習近平說，「看見大家日
子過得好，我高興！」
據介紹，為解決好村裡過去文
化娛樂無場地、創業發展無門
路、守着低保難就業的「二無一
難」現狀，村黨支部抓住村級組
織辦公活動場所建設機遇，整合
組織、宣傳、計生、治保調解、
婦聯、共青團等部門職能，積極
創新為民服務載體。一是結合對
口支援項目，對閒置的村小學進
行改造，建起了 420 平方米的村民
文體活動室和 3,000 平方米的文化
活動廣場，每天組織群眾 「陽光

鍛煉一小時」，下棋、跳舞、扭
秧歌，其樂融融。二是在村裡設
立了創業服務站。三是高標準創
建村級便民服務室。實行村幹部
坐班制，堅持一個笑臉迎人、一
杯熱茶暖心、一句心裡話解憂。

建紅白理事會 抵制攀比之風
村便民服務室創辦以來共接待
群眾 100 人次、代辦各類證件 300
多份，還組建了「紅白理事
會」，推選黨員負責管理，統一
標準，簡化程序，為群眾集中操
辦紅白喜事，抵制了攀比浪費之
風。
「壩頭庫首第一村，村規民約
我遵守，移風易俗我先行……明
示黨員亮身份，發展產業我帶
頭 ， 優 質 服 務 暖 民 心 …… 哎 嗨
呦，哎哎嗨，哎嗨呦，哎嗨
呦。」在村便民服務室，習近平
饒有興致地聽了幾位村幹部唱起
用當地的漁鼓調填詞的《黨員公
約》。習近平說，漁鼓調很悠
揚，黨員公約的內容寫得也很
好，朗朗上口。用大家喜聞樂見
的形式，使黨員幹部把黨的作風
和紀律要求牢牢記在心中，這種
辦法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