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 日，《岳阳日报》以《清明禁
炮在行动，文明祭祀成新常态》为题报
道：往年清明节前学院路摆成长龙的
祭祀用品和烟花爆竹今年已经难觅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鲜花与彩球。同时，
市内祭祀用品店已经买不到烟花爆
竹，安全环保、绿色低碳、科学文明祭
祀等移风易俗的清明祭祀新风处处可
见。这些新风尚，都为清明祭祀注入
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值得大力弘扬。

清明祭祖、寄托哀思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习俗。任何好的习俗，都是时
间筛选、沉淀的结晶，并随着时代变迁
而去粗取精，注入新的文化元素，清明
节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社会的进步，
传统的一些祭祖方式理应与时俱进。
近几年，市委、市政府深入开展“文明
祭祀，崇尚新风”宣传活动，很多市民
开始改变传统的祭扫方式，文明低碳
的祭扫方式日渐深入人心。

安全与环保，总是与文明祭祀新
风相伴的。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岳阳
人，也应在传统祭祀方式的基础上，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转变落后、保守的
思想观念，倡导无烟、文明祭祀。例如
鲜花祭祀、植树祭祀、网络祭祀等，既
时尚，又环保。笔者认为，树新风更

“清明”，这样的祭祀方式值得广泛借
鉴 和 大 力 推
广，这对于当
前打赢蓝天保
卫战具有很大
现实意义。

这股文明祭祀新风
吹得好

李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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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振华）3 月 31 日
上午，随着最后一方屋面板混凝土浇
筑完成，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新金宝打印
机项目最大面积厂房——1号组装厂
房主体结构封顶，正式进入装饰装修阶
段。标志着该项目施工进度取得新突
破，同时也创造了从支模架搭设到混凝

土浇筑10天一层的“岳阳速度”。
1号组装厂房建筑主体为三层钢

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2.4万平方
米。作为厂区建筑面积最大的厂房，
1号组装厂房自开工伊始，就面临巨大
的进度压力，施工中经历大雪、低温等
恶劣天气，又遭遇岳阳50年来最长时

间的连续降雨。项目部制定节点目
标，各部门协同联动，制定合理的细部
进度计划，优化施工方案，提前谋划
物资资源，多次召开质量安全进度专
题会议，春节加班加点，抢晴天、战雨
天，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圆满完成项目
节点任务。

10天一层的“岳阳速度”，新金宝最大厂房封顶

“新金宝”又孵“金蛋”

图为1号组装厂房建设现场 谭振华 摄

本报讯（记者 李亦恩）昨天上
午，市委书记刘和生深入经开区、云
溪区等地，实地调研生态环保工作。
他强调，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强
化治理攻坚，形成长效机制，着力构
建生态发展新格局，推动岳阳高质量
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谈正
红，经开区领导文春方、谢春生等一
同前往。

经开区金凤桥水库水质达到国
家I类标准，主要对城市供水，年供水

量 21535 万立方米。来到水库大坝，
刘和生细致询问水库水质、环境保护
等情况。他指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涉及千家万户，事关民生福祉，要加
大巡查和问题整治力度，建立健全
常态化监管机制，确保饮用水源地
安全。要加强水资源保护宣传，将
饮用水源地周边环境治理与深化农
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集中攻坚结合起来，集中时间集中
精力，突出抓好“三清理”“四拆除”

“三提升”重点工作，扎扎实实抓好
水源地生态保护。

走进岳阳市自来水公司二水厂，
刘和生仔细察看了水质净化、监测等
工艺流程，嘱咐水厂负责人严格流程
管控，精细化管理，切实做到长效管
理到位、应急保障到位，确保让人民
群众喝上清甜放心的饮用水。

王家河综合治理工程实施后，这
条昔日的“龙须沟”，如今已蜕变成了
生态景观休闲走廊和历史文化记忆
长廊，也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行走在环王家河步道，绿树成荫、碧
草青青，种类丰富的植被与河水交相
呼应，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现在

水质怎么样，各项水环境治理措施都
落实了没有？”刘和生边走边看，认真
了解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行至污水
处理循环泵站，刘和生登上泵顶，查
看污水处理流程和泵站的运行情况，
叮嘱有关负责人巩固好治理成果，严
格落实河长制，进一步加大清理保
洁、漂浮物打捞、截污清淤、补水活水
等工作力度，保持水质持续稳定向
好，构建人水和谐的亮丽风景。

当天上午，刘和生还来到巴陵石
化水务部生化车间，调研污水处理和
排放监控工作。

刘和生调研生态环保工作时强调

形成治理长效机制 加快构建生态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刘敏文）昨天
下午，市政府班子召开巡视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贯彻落实中
央巡视工作方针和省委巡视整
改要求，对照省委第七巡视组
反馈意见，严肃认真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扎实抓好巡视反
馈问题整改。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主
持会议并作表态讲话，市政府班
子成员出席会议。

会上，李爱武首先通报了专

题民主生活会有关准备工作情
况，并代表市政府班子作对照检
查发言，就省委第七巡视组巡
视岳阳反馈意见，主动认领问
题，深刻剖析原因，提出整改措
施。随后，李爱武带头做个人
对照检查，其他班子成员依次
发言，认领问题，厘清症结，提
出整改措施。

就如何抓好市政府班子巡
视整改工作，李爱武强调，要深
化思想认识，把政治站位体现在

对标对表上。市政府班子成员
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

“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全面对
标对表校准思想偏差，坚决破除
自我感觉良好、把自己当“局外
人”的错误思想，真正把巡视整
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坚决把巡视整改抓出成效。要
严肃问题整改，把政治定力体现
在纠偏纠错上。认真对照整改
方案，举一反三，量化目标、强化
措施、严格时限，（下转第2版）

市政府班子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李爱武主持并作表态讲话

本报讯（记者 刘敏文）“种
种迹象表明，今年我们极有可能
要面临一次防汛的‘大考’、遭遇
一场抗灾的‘恶战’，大家要打有
准备之仗，决不能心存侥幸、坐
等观望。”昨天上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爱武出席全市防汛抗
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动
员全市上下迅速进入临战实战
状态，坚决确保平稳安全度汛。
市领导李激扬、杨昆、刘晓英，市
政府秘书长刘传汉参加会议。

今年我省气候十分异常，春
雷响得早，春雨下得密，春汛来
得急，3月6日便进入了汛期，总
体上较以往提前了 26 天。同
时，洞庭湖入湖水量较历年同期
均值偏多一倍以上，截至 4 月 1
日8时，城陵矶站水位较历年同
期均值偏高2.92米。

李爱武指出，岳阳情况特
殊，境内有大小湖泊 165 个、水
库1572座、堤垸58个，5公里以
上河流273条，历来就是全省乃

至全国防汛抗灾的主战场，稍有
懈怠就会酿成大错。各级各部
门要时刻绷紧防大汛、抢大险、
抗大灾的思想之弦，尽量把困难
估计得充分一些，把措施考虑得
周全一些，做到严阵以待、严密
布防，全面筑牢防汛抗灾的思想
堤坝。

李爱武强调，防汛抗旱要聚
焦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坚决守
住防汛抗旱的主阵地，关键是要
抓好“四防”：湖区防洪、水库防
守、山洪防御、城镇防涝。各级
各部门要提前谋划、部署和应
对，围绕水利工程、极端天气、三
防准备抓预警，以最充分的准备
争取最理想的结果。要树立全
市“一盘棋”的思想，全链条压实
责任、全过程精准调度、全方位
严明纪律，做到有令必行、有禁
必止，一切行动听指挥。

会上，李爱武还就安全生
产和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

面临“大考”
我市防汛进入临战状态
李爱武出席全市防汛抗旱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阳春三月，城陵矶长江岸线一带的码头
往日砂石堆积、黄土裸露，如今在一支“生态
劲旅”——岳阳林纸子公司茂源林业生态团
队的攻坚下，岸线青草已探出绿油油的嫩芽。

2018年，岳阳林纸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按照省、
市长江岸线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工作部署
要 求 ，强 力 推 进 岸 线 码 头 专 项 整 治 工
作。此次长江岸线复绿项目，该团队于 3
月 6 日进场，在天欣码头及岳纸岸线两个
区域施工，历时 24 天，圆满完工，共计铺种
草皮 56000 平方米，草籽撒播 46000 平方
米，栽植香樟、池杉、垂柳、红叶李等乔木
1060株，在长江岸线抹上了一片翠绿，昔日
码头成江边公园。 文/图 记者 王 志

昔喧嚣码头昔喧嚣码头 今静美公园今静美公园

图为复绿后的天欣码头

本报讯（记者 谭振华）按照
市委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
整治专题会议作出的部署，昨天
上午，冒着蒙蒙细雨，市委副书
记陈爱林现场督战马壕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并对东风湖治理
工作开展核查。

陈爱林首先查看了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他要求加快建设
进度，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实施工期倒排，确保 6 月底
投入使用。行至处理厂主涵溢
流口，他指出，污水处理厂在雨
季运行期间，受到雨污合流影响
较大，要科学谋划应对办法，妥
善处理降雨对污水处理的负荷，
有效减少对东风湖的溢流。

陈爱林随后沿沿湖路、长江

干堤一路巡查，实地查看了青年
堤、北湖套、松杨湖、吉家湖大堤
等排渍口。他指出，岳阳因水闻
名，是水促成了岳阳环境美。按
照习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16 字方针治水，关键要统筹做
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
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治理。
坚持科学治理系统治理，确保水
环境整治有力有效。

在热电厂排渍口，陈爱林仔
细查看水质，询问当地工作人员
整治情况。他要求，属地要做好
漂浮物清捞工作，加大宣传力度，
广泛发动群众，树立环保意识，从
身边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为建
设秀美东风湖贡献力量。

坚持科学治理系统治理
确保水环境整治有力有效
陈爱林巡查东风湖治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 颖）4月4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水
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电视电话
动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任向伟雄，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许伟奇、万岳斌、
陈志莲、彭先政、陈光荣、李永
丰、赵岳平，秘书长骆岳梨，全
国人大代表杨莉出席岳阳分会
场会议。

会议对今年将开展的水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进行了安
排、部署和动员。会议要求，要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开展水污
染防治“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
的重大意义；要充分发挥法律
制度刚性约束作用，全面落实
水污染防治“一法两条例”执法
检查的重点内容和要求；要坚

持担当作为，强化水污染防治
“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组织保
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从严从实开展好水污染
防治“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
推动全面依法治水迈上新台
阶，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作出新的贡献。

动员会后，向伟雄对岳阳迎
检工作进行部署。他强调，要充
分认识本次执法检查的重大意
义，全市各级人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
协调配合、上下联动，突出问题、
整改推动，认真落实动员会精
神，扎实开展迎检工作，利用这
次执法检查契机，推动水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
在岳阳落地生根。

加强执法检查
推动依法治水迈上新台阶
向伟雄出席全省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电视电话动员会岳阳分会场会议

为隆重纪念人民政
协成立70周年，市政协、
市委统战部与岳阳日报
社即日起联合开展“我
与人民政协不解缘”征
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本次征文活动以“我

与人民政协不解缘”为主
题，通过自己的亲历、亲
见、亲闻，感怀岁月光辉，
寻觅历史足迹，述说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成果，表达对人民政协
的真情实感，展望新时代
人民政协事业的新使命、
新征程。

二、征文时间
本次征文活动时限为

登报之日起至2019年7月31
日止。

三、征文对象
我市各级历届政协

委员、各级政协组织、政
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
工作者，以及关心政协工

作的海内外各界人士。
四、征文要求
1、征文体裁以记叙

文、散文、随笔为主。内
容真实，情感真挚，体会
深切；行文简洁明快，语
言优美流畅，有浓厚的政
协 情 怀 和 较 强 的 感 染
力。字数2000字左右。

2、在《岳阳日报》和
市“政协云”开设专栏登
载优秀征文。

3、来稿请注明“70周
年征文”字样，写明作者
真实姓名、现任或原任职
务及通信地址、电话，发
送至电子邮箱。

4、来稿请寄岳阳市政
协 研 究 室 ，电 子 邮 箱
1762910999@qq.com, 联
系电话0730-8798770。

五、相关奖励
本次征文设一等奖3

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
名、优秀奖若干名，并对
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纪念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我与人民政协不解缘”主题征文启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精神，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近日进驻湖南省
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
恶第16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督
导进驻期间(2019年4月1日—4月30日)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0731—81110055，专门邮政信箱：湖南

省长沙市A065号邮政信箱。督导组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主
要受理湖南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
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
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2019年4月4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