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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老百姓幸福就是黨的事業
深入甘肅農村學校草場調研 考察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生態環境部昨日通報，截至
8月15日，第二輪第一批8個中
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已經完成
對6省市和2家中央企業的督察
進駐工作。目前，各地已約談黨
政領導幹部1,365人，問責234
人。
第二輪第一批8個督察組於7

月10日至7月15日陸續進駐上
海、福建、海南、重慶、甘肅、
青海等6個省市和中國五礦集團
有限公司、中國化工集團有限公
司等2家中央企業開展督察。
截至8月15日，各督察組受理

轉辦的18,732件群眾舉報（未計
重複舉報），被督察地方和中央
企業已辦結6,761件，階段辦結

4,119件；立案處罰1,901家，罰
款 11,308.7 萬元；立案偵查 60
件，拘留56人；約談黨政領導幹
部1,365人，問責234人。
從各省市問責人數上看，甘肅

省問責人數最多，達到114人，
其餘依次為青海42人、福建30
人、重慶23人、上海10人、海
南7人；2家中央企業中，中國化
工問責8人，中國五礦沒有人員
問責。
目前，第二輪第一批中央生態

環境保護督察已進入督察報告階
段。對已經轉辦、待查處整改的
群眾舉報問題，各督察組均已安
排人員繼續督辦，確保群眾舉報
問題能夠查處到位、整改到位、
公開到位。

生態環保督察6省市問責234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為緩

解長江生物資源衰退和生物多樣性下降危機，
江西省擬從2020年1月1日零時起，江西省水
生生物保護區和長江幹流江西段全面禁止天然
漁業資源生產性捕撈；從2021年1月1日零時
起，鄱陽湖區全面禁止天然漁業資源生產性捕
撈。全省水生生物保護區實行長期禁捕，長江
幹流江西段和鄱陽湖禁捕期暫定為10年。
據悉，20 世紀以來，由於自然和人為原

因，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漁業資源
逐年衰退。1987年起，鄱陽湖部分水域開始
實施禁漁制度；2002年，經國務院批准，原
農業部決定在長江流域及鄱陽湖、洞庭湖全
面實施禁漁期制度，開展漁業資源增殖放流
活動。鄱陽湖開始實行全湖範圍禁漁制度，
在每年3月20日至6月20日的禁漁期內，禁
止所有捕撈作業。

漁民轉產就業
關於此次禁漁，江西省政府要求，各級農業

農村部門要按照當地政府的統一部署，依法註
銷涉及禁捕水域的漁業捕撈證，確保在規定的
時間內「清船」「清江」「清湖」；同時科學
有序回收船網工具，制定出台禁捕退捕績效考
核機制，對目標任務完成、漁民轉產就業、社
保政策落實、禁捕水域執法及獎補資金使用等
情況進行綜合評價，並充分運用考核結果，推
動各地把工作做細做實做好；同時，加快健全
完善重點水域的日常執法、聯合巡查、行刑銜
接機制，建立漁政執法和護漁隊巡護報告制
度，以「零容忍」的態度嚴厲打擊各類非法捕
撈行為，為禁捕退捕工作營造良好氛圍。
為做好全省重點水域退捕禁捕工作，江西省

將按照漁民填表登記、村組評估評議、縣鄉審

查核實等程序，充分發揮各級農業農村部門力
量，聯合公安、人社等部門，逐村逐戶深入調
查，詳細了解漁民身份戶籍、家庭人口、漁船
網具、土地資料、醫保社保、就業需求等情
況，確保在今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所有退捕
漁民的建檔立卡。

江西鄱陽湖區將禁捕 期限10年

初秋的河西走廊，金風送爽，瓜果飄
香，祁連雪山和沙漠綠洲相映成

輝。8月19日至22日，習近平在甘肅省
委書記林鐸、省長唐仁健陪同下，先後
來到酒泉、嘉峪關、張掖、武威、蘭州
等地，深入文物保護單位、農村、學
校、草場林場、革命紀念館、防洪工
程、文化企業等，就經濟社會發展和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情況
進行考察調研。

加快發展生態產業
22日下午，習近平聽取甘肅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匯報，對甘肅各項工作取得的成績
給予肯定，希望甘肅各族幹部群眾認真貫
徹黨中央決策部署，扎扎實實把各項工作
做好。
習近平強調，要深化脫貧攻堅，堅持靶
心不偏、焦點不散、標準不變，在普遍實
現「兩不愁」的基礎上，重點攻克「三保
障」方面的突出問題，把脫貧攻堅重心向
深度貧困地區聚焦，以「兩州一縣」和18
個省定深度貧困縣為重點，逐村逐戶、逐
人逐項去解決問題，堅決攻克最後的貧困
堡壘。
習近平指出，要聚焦補齊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短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
構建覆蓋城鄉、功能完備、支撐有力的基
礎設施體系，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
興產業，加大改革攻堅力度，加快構建開
放新格局，積極發展高附加值特色農業，
統籌旅遊資源保護和開發，不斷夯實高質
量發展基礎。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正

確處理開發和保護的關係，加快發展生態
產業，構築國家西部生態安全屏障。治理
黃河，重在保護，要在治理。要堅持山水
林田湖草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
理，統籌推進各項工作，加強協同配合，
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推動
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讓黃河成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

要保障和改善民生
習近平強調，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

公共服務項目優先安排，解決好人民群眾
反映強烈的上學難、看病難、行路難等問
題，關心關愛受災群眾和城鄉困難群眾，
深入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深入推
進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維護社會和諧
穩定。
習近平強調，甘肅是一片紅色土地，在

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甘肅要運用紅色資源，認真抓好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組織
廣大黨員、幹部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教
育引導廣大黨員、幹部準確把握「守初
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這個總要
求，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要開好專題民
主生活會，勇於解剖自己，敢於揭短亮
醜，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要加強領導班
子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深入推進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持之以恒加強和改
進作風，做好為基層減負的工作，堅決克
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丁薛祥、劉鶴、何立峰和中央有關部門

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甘肅考察時強調，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老百姓利益

着想，讓老百姓幸福就是黨的事業。習近平強調，要貫徹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

發展理念，堅定信心，開拓創新，真抓實幹，團結一心，全面做好穩增

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深化脫貧攻

堅，加快高質量發展，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譜寫

加快建設幸福美好新甘肅、不斷開創富民興隴新局面的時代篇章。

一路關注民生民情

習近平此行的首站是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敦煌莫高窟。
考察期間，他強調：「要把凝
結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物
保護好、管理好，同時加強研

究和利用，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介紹，中國文

化遺產保護領域首個模擬研究平台「多
場耦合實驗室」已投入運行，並已進行
一些前期試驗。這將有助於整體提升破

解石窟圍巖風化和壁畫鹽害機理的研究
能力。他表示，作為目前中國國內文物
界的第一家模擬研究平台，該實驗室將
對以後的文物保護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不僅可服務於敦煌研究院所轄的文物保
護領域，全國各地的文物保護需要進行
的試驗也可以在這裡做，然後應用到其
保護工程的方方面面。

據悉，該實驗室總投資約4,000萬元人民
幣，可模擬溫度、濕度、日照、降雨、降

雪及水鹽運移等多種環境條件，可研發文
物樣品或模擬樣品的材料和結構的基本熱
學、力學、收縮、徐變及損傷等特性，開
發接近自然環境下的文物劣化和相關保護
研究的試驗方法，並提出有關方法和標
準。隨着多場耦合實驗室的運行，文物保
護將轉入「主動」預防，改變保護研究長
期以來處於被動搶救的狀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韶紅 劉俊海
實習記者 楊嘉暉 甘肅報道

模擬研究平台助敦煌文物保護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1日上
午，習近平前往武威市古浪縣黃花灘生態
移民區富民新村考察調研。當地針對古浪
南部山區「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實
際，走出了一條高深山區貧困群眾易地搬
遷脫貧致富和祁連山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
扶貧開發新路子，6萬多地處山區的貧困群
眾搬進了新房，通過發展牛羊養殖和蔬菜

種植正逐步擺脫貧困。習近平對鄉親們生
活發生的巨大變化感到十分欣慰。

與村民拉家常
習近平沿村道步行察看村容村貌。嶄新
的房屋、寬敞的道路、整潔的院落，一片
祥和安樂。村民李應川一家熱情邀請總書
記到家裡做客。習近平走進院子，屋裡屋
外仔細察看，了解住房改善和改水改廁情
況。習近平同李應川一家拉起家常，詳細
詢問家庭就業、收入、看病、社保、醫療
保險、孩子上學等方面還有什麼難題。李
應川興奮地向總書記匯報，孫子孫女就在
家門口上學，家裡還向村裡報名新建一座
日光溫室大棚和四座養殖暖棚，日子越過
越有奔頭。
習近平強調，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老百

姓利益着想，讓老百姓幸福就是黨的事
業。貧困鄉親脫貧是第一步，接下來要確
保鄉親們穩定脫貧，扶貧政策和扶貧隊伍
要保留一段時間，從發展產業、壯大集體
經濟等方面想辦法、找出路，讓易地搬遷

的群眾留得住、能就業、有收入，日子越
過越好。

拿開溝犁幹活
在武威市八步沙林場，習近平舉目遠

眺，察看林場整體風貌，聽取武威市防沙
治沙整體情況匯報和八步沙林場「六老
漢」三代人治沙造林的感人事跡。幾位林
場職工正在進行「草方格壓沙」作業，習
近平走過去，向他們詢問作業方法，並拿
起一把開溝犁，同他們一起幹起來。
習近平對他們說，八步沙林場「六老
漢」的英雄事跡早已家喻戶曉，新時代需
要更多像「六老漢」這樣的當代愚公、時
代楷模。要弘揚「六老漢」困難面前不低
頭、敢把沙漠變綠洲的奮鬥精神，激勵人
們投身生態文明建設，持續用力，久久為
功，為建設美麗中國而奮鬥。任何事業都
離不開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只要共
產黨員首先站出來、敢於衝上去，就能把
群眾帶動起來、凝聚起來、組織起來，打
開一片天地，幹出一番事業。

讓易地搬遷群眾留得住能就業有收入

■鄱陽湖內湖珠湖。 網上圖片

■8月21日，在甘肅考察的習近平來到武威市古浪縣黃花灘生態移民區富民新村，了解易地搬遷群眾生產生活及脫貧致富情況。
新華社

■8月21日，習近平來到武威市古浪縣八
步沙林場，實地察看當地治沙造林、生態
保護等情況。 新華社

■要正確處理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的
關係，積極發展生態環保、可持續
的產業，保護好寶貴的草場資源，
讓祁連山綠水青山常在，永遠造福
草原各族群眾。

■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老百姓利益着
想，讓老百姓幸福就是黨的事業。
貧困鄉親脫貧是第一步，接下來要
確保鄉親們穩定脫貧，扶貧政策和
扶貧隊伍要保留一段時間，從發展
產業、壯大集體經濟等方面想辦
法、找出路，讓易地搬遷的群眾留
得住、能就業、有收入，日子越過
越好。

■任何事業都離不開共產黨員的先鋒
模範作用。只要共產黨員首先站出
來、敢於衝上去，就能把群眾帶動
起來、凝聚起來、組織起來，打開
一片天地，幹出一番事業。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設要貫徹以
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人民群
眾生活更幸福。金杯銀杯不如群眾
口碑，群眾說好才是真的好。

■要深化脫貧攻堅，堅持靶心不
偏、焦點不散、標準不變，……
以「兩州一縣」和18個省定深度
貧困縣為重點，逐村逐戶、逐人
逐項去解決問題，堅決攻克最後
的貧困堡壘。

■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公共服務
項目優先安排，解決好人民群眾反
映強烈的上學難、看病難、行路難
等問題，關心關愛受災群眾和城鄉
困難群眾，深入推進民族團結進步
創建工作，深入推進矛盾糾紛排查
化解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資料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