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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乡村进乡村看变化看变化凝共识凝共识
——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喜看农村人居环境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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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亦恩）昨天
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9
年第十二次集中学习举行，传达
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
刘和生主持集中学习。省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
六指导组副组长夏飞等出席。

集中学习中，中心组成员认
真学习贯彻了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有关精神，传达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全面解
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背
景、起草过程、基本框架等。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会上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
工作报告，再现了党的十九届三
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的不平凡历程，系统总结了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
进展，令人倍感振奋。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要求，扎实做好全市各项工
作，推动岳阳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全会通过的《决
定》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
历史性成就和显著优势，

（下转第2版）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刘和生主持

本报讯（记者 谢 凌）11 月 6 日，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岳阳市住建
局新闻发布会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
岳阳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面貌日新
月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每一位百
姓心中都留下了深刻记忆，城市发展的
每一个节点都回响着岳阳人民逐梦前
行的铿锵足音。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至 2018 年底，岳阳市城区建成区
面积达 126.4 平方公里，是 1949 年的
63.2 倍；城市道路 941 公里，比 1949 年
增长 72.4 倍；人均居住面积由 70 年前
仅9平方米，至2018年底达42平方米，
增长4.7倍；城区日供水能力40万立方
米，是1962的667倍。2013年以来，全
市累计改造农村危房8.93万户。

如今的岳阳城乡，从“忧居”实现
“安居”，并走向“宜居”。2018年12月，
经中央备案同意，岳阳被列入湖南省大
城市行列。在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排行榜中，岳阳再次上榜，是湖南省
唯一连续4年蝉联此项荣誉的城市。

城市颜值不断刷新。解放前夕，岳
阳市城区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有36条
老街48条深巷，道路总长13公里，人口
2.06万人。“几条马路一盏信号灯，一声

汽车喇叭全城听”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岳阳采取各种方式进行
城市建设，建成区不断扩展。进入 21
世纪，岳阳城市发展按照“东扩、北靠、
西联、南延、中提”战略大步推进。“十
五”至“十二五”期间，完成市政基础设
施投资 143 亿元，城区建成区面积 100
平方公里。期间，岳阳被国家列入区域
性中心城市发展规划，并列入湖南省

“一点一线”和“3+5”城市群，定位为
全省发展三个新增长极之首。“十三
五”以来，市城区推出市政基础设施
项 目 300 多 个 ，完 成 投 资 200 多 亿
元。特别是近几年，突出构建城市环
线、打通关键枢纽、完善路网结构、提
升循环能力、配套重大项目等重点，
拉通 7 条城市干道，将 15 条城市道路
骨干项目列入交通建设大会战攻坚
行动，城市格局得到提升，承载能力
进一步增强。

人居面积大幅增加。1992 年，岳
阳被列为湖南省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
市之一，群众开始获得住房全部产权。

1998 年推出经济适用住房制度，至
2015年，全市共建设经济适用住房4.5
万多套、面积463.93万平方米。在进行
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同时，2007 年开始
建立廉租住房制度，并逐步建立公共租
赁住房制度。近年来，大力推进城镇棚
户区改造，至 2018 年底，全市累计有
17.6万户居民“出棚进楼”，喜迁新居。
全市落实住房保障27.16万户，年均发
放住房租赁补贴2.1万户，近十年累计
发放租赁补贴约4亿元。

生态建设蹄疾步稳。近年来，岳阳
在城区实施南湖、千亩湖、王家河等综
合治理，启动 32 处黑臭水体集中整治
攻坚行动，水环境整治工作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推进。2018 年以来，岳阳借助
作为“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绿色发展
示范区”国家首批试点城市契机，与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合作探索“厂网河（湖）
岸一体、泥水并重、流域区域综合治理、
资源循环利用”的水环境治理新模式。
今年5月，岳阳成功创建全国黑臭水体
治理示范城市。

本报讯（记者 张小弓 通讯员 吴
巍伟 吴敏胜）“虽然此次专项整治行
动‘点多线长面广’，但我们也满怀信
心确保打赢这场攻坚战。”11 月 4 日，
华容县相关负责人在当天开展的违法
捕捞专项打击收网行动督战会上铿锵
表态。

开展“洞庭清波”专项整治行动是
华容县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
江碧水”重要指示精神在该县贯彻落
实的重要举措。去年 9 月，华容县即
全面启动以洞庭湖矮围清理整治为重
点的百日行动，全县24处矮围全部拆
除，拆除矮围126561米、面积6.984万
亩，完成土方量470.09万方，提前一个
月完成省定任务。

据华容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
绍，该县所有矮围清理整治工作都已
建立详细跟踪台账，实行一围一档，全
过程痕迹管理，做到底数清、任务清、
责任清。在顺利通过省市专家组现场
验收后，华容县为巩固洞庭湖矮围专
项清理整治成果，专门印发了《华容县
洞庭湖矮围围网长效管理机制的通
知》，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加
强辖区天然小水域巡查监管及后续稳
定工作，县河长办也加派专人巡查，杜
绝违法现象反弹。

今年以来，华容县为切实保护好
县域内洞庭湖、长江、华容河、藕池河，
又在全县39.3万亩天然水域开展违法

捕捞专项打击行动，成立了专项领导
小组，制定了行动实施方案，分管领导
和执法责任单位负责人向领导小组递
交责任状，将行动责任落实到岗、到
人、到具体水域。

据悉，本次专项行动为期一个月，
自10月16日至11月16日。整治行动
根据“县管、乡包、村负责”的管理原
则，由华容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公安、渔
政、交通、水利等部门，重点打击上述

天然水域电力捕鱼、迷魂阵、滚钩、围
网等违法捕捞行为。截至目前，已查
处电捕鱼违法行为 8 起，查处其他非
法捕捞行为6起，拆除迷魂阵9处、网
片140米，抓获违法人员5名。

华容开展“洞庭清波”行动 守护一江碧水

华容县全面完成洞庭湖矮围治理。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岳阳系列新闻发布会市住建局专场召开

岳阳向着大城市筑梦前行
四中全会精神在我市四中全会精神在我市
社科界引发热烈反响社科界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 刘神尊）11 月 6 日
上午，市社科联组织社科界部分专家
学者，举行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专题座谈会。

会上，任欣欣、李桂华、徐煜、
宋可权、李大健、钟兴永等 10 多位
专家分别结合岳阳实际和各自的
研究领域，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畅
谈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全会
专题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对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
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大家纷纷表示，将切实提高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做好学习领
会、理论宣讲、思想阐释和咨政建言
工作，展现社科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与
历史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 金）近日，
市政协主席、市脱贫攻坚大会战
指挥长徐新楚赴湘阴县岭北镇
夹洲围村走访贫困户，督导脱贫
攻坚工作。

“老兄，家里的自来水用得
好吗？”来到村民徐建良家中，徐
新楚直奔厨房，打开水龙头，接
起一碗水仔细察看有无沉淀。
此前，听说这里的部分困难群众
在安全用水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询问当地
负责同志可否采取有效措施、目
前水压怎样、水质是否达标……
在徐建良家中，了解实际情况
后，他再三叮嘱，要定期监测，确
保群众生活饮用水安全。

走进已脱贫对象李友如家
中，徐新楚与李友如家人围坐一
起、互拉家常。得知其儿子天生
聋哑且患有重疾，儿媳离家出
走，为了让孙子上好学，李友如
承包了 18 亩农田，目前收入稳
定。徐新楚紧握李友如的手，高
度赞赏他自强自立的精神，勉励
他树立人生信心。同时，他嘱咐
相关负责人，要树立脱贫成功典
型，多渠道、多方式宣传贫困户
劳动致富正能量，充分激发贫困
群众的内生动力。

徐新楚采取随机抽查的方

式，一连走访了 6 户已脱贫户、
预脱贫户、有返贫风险的“边缘
户”“危改户”，详细察看他们的
生活环境，询问家庭收入支出
和致贫主要原因，了解脱贫计
划和稳定增收的可行性，对贫
困群众生活的关切细致入微。
针对在走访中发现有待改善的
细节问题，徐新楚当场和相关
负责人研究解决方案。他指
出，脱贫攻坚首先要作风攻坚，
干部作风越硬扶贫效果越实，
要严防松口气、歇歇脚思想。
要把“两不愁三保障”、常规巡
察和专项巡视、“两业”扶贫深
化、“三落实”系统挂账的突出
问题整改好，确保脱贫攻坚经
得起历史检验。要着力防范漏
评错退、化解涉贫信访、边缘户
返贫、小额信贷还款、光伏发电
运维等风险。要在组织“回头
看”、抓紧对标补短，加强对接
协调、争取认同支持，做细群众
工作、提升满意程度等方面下
功夫，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完满
收官。要在防止返贫预警监
测、内生动力激发、“两业”扶贫
推进考评、组织力量巩固保障、
多方结合统筹等长效机制构建
上做文章，有效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构建稳定长效机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徐新楚赴湘阴县岭北镇夹洲围村走访贫困户

本报讯（记者 刘敏文）昨天
下午，全省 2019 年污染防治攻
坚战“夏季攻势”讲评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
护”的重要检验，以“夏季攻势”
为重要抓手，以钉钉子精神，持
之以恒地抓下去、抓到底。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爱武，市领导黎
作凤、刘晓英，市政府秘书长刘
传汉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岳阳
分会场收看收听了会议实况。

会议通报了2019年污染防
治攻坚战“夏季攻势”进展情
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
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效果，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还存在
任务进展不平衡、完成质量和
成效不高等问题，一些群众关
心的问题还有待解决。要充分
认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
大意义，充分肯定污染防治攻
坚战“夏季攻势”取得的成效，
充分认识污染治理任务的艰巨
性，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认真检视问题，深入
剖析原因，采取有力措施，确保
见到更好成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具
体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动真碰
硬、攻坚克难，不折不扣完成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任务和污染防
治攻坚战年度目标任务。要确
保整改进度，逐项对照全年目标
任务找差距，对进展缓慢的，要
紧盯时限和目标，倒排工期，确
保按时保质保效完成整改任务；
对已完成整改任务的，要严格把
关、认真验收；对有差距的，要

“回炉补火”，防止问题反弹。要
确保工作实效，严格对标中央和
省里方案、标准和要求，重视数
量、更重视质量，聚焦环境质量
的全面改善、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和问题整改的实际效果抓工作、
抓攻坚，对黑臭水体整治、大通
湖流域综合治理、入河入湖排污
口污水直排、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防治等问题，拉条挂
账、加快推进解决。要确保验收
销号到位，各市州党委政府要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省直牵头单位
要加强抽查核查，严把验收销号
的标准，逐项对照既定的实施方
案现场核查验收。要不断完善
考核、监督、奖惩机制，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督促整改落实，真正
把问题解决到位。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
攻势”讲评视频会议召开
李爱武参加岳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亦恩）昨天，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
成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刘和生主
持并讲话，省委主题教育第六指导组
副组长夏飞及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
导，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市领导
陈爱林、徐新楚、向伟雄、李挚、熊炜、
王小中、谈正红、吴晓波、林彰良、王武
等出席并发言。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委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和群众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确定了一
批调研课题，党员市级领导带头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与干部群众面对面交
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查找问题，提
出务实对策，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调
研成果。

会上，刘和生围绕“坚持生态优
先，守护一江碧水”课题带头作交流发
言，李爱武围绕市城区老旧小区改造、
中心城区老旧农（集）贸市场改造课题
作交流发言，其他市委常委会组成人
员围绕各自调研课题逐一发言，深入
交流调研成果，认真查摆问题，深入分
析症结，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
对策措施。

刘和生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调查
研究的过程，就是加深对党的创新理

论领悟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际、认识
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过程。要坚持问题
导向，进一步修改完善课题调研报告，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运用党
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
力，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自信”、坚定

“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要立
行立改，发扬斗争精神，做好整改落实

“后半篇文章”，切实抓好调研成果转
化运用，着力解决调查研究中发现的
问题，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以
群众的满意度提升主题教育“含金
量”。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把调查研
究作为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方法，真
正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

破解工作难题、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夏飞在点评讲话中对岳阳市委主

题教育调研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岳阳市委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调研
重点突出、选题精准，既深入贯彻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又紧密结合了岳阳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市委常委会组成
人员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在工
作中开展调研、在调研中促进工作，体
现了严实作风，取得了丰硕成果。希
望岳阳市委充分运用好调研成果，既
抓好突出问题的整改，又抓好对策建
议的落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工作成
效，推动岳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委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刘和生主持并讲话 夏飞到会指导 李爱武陈爱林徐新楚向伟雄等出席并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