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4月 17日从黄山海关获
悉，据海关统计，一季度我市与

“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进 出 口
3.82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 40.4%。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 家 出 口 2.97 亿 元 ，增 长
43.8%。其中机电产品出口 0.62
亿元，增长 67.1%；纺织服装出
口 0.24 亿元，增长 64.5%；塑料制
品出口 0.21 亿元，增长 9.4%。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 0.85亿
元，增长 25.4%。主要进口产品
为：化工产品进口 0.42亿元，增长
19.2%；塑料原料进口 0.35 亿元，
增长 27.1%。 ·李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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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4月 17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4 月 17
日下午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当前国家安
全形势，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
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牢
靠安全保障。

李克强、栗战书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中央国家安

全委员会成立 4 年来，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初步构
建了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形成了国
家安全理论体系，完善了国家安全战略
体系，建立了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解

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国家安全工作得到全面加强，牢牢
掌握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

习近平指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
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
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
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要聚焦重点，抓
纲带目，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
动、累积叠加，不断提高国家安全能力。

习近平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
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
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
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坚持人民
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
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
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
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

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
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
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
前瞻性的维护，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
用，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坚持科学统筹，始终把国家
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
中来把握，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
成维护国家安全合力。

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
新时代新要求，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
远，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健全国家
安全制度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
策、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防控重大
风险、加强法治保障、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等方面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
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
和协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发挥

好统筹国家安全事务的作用，抓好国家
安全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完善国家安全
工作机制，着力在提高把握全局、谋划
发展的战略能力上下功夫，不断增强驾
驭风险、迎接挑战的本领。要加强国家
安全系统党的建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教育引导国家安全部门和各级干
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建设一支忠诚可靠的国家安全队伍。

会议审议通过了《党委（党组）国家
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党
组）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要求各
级党委（党组）加强对履行国家安全职
责的督促检查，确保党中央关于国家安
全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委员、委
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4 月
17 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次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迎峰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
正军、叶长荫、汪义生、黄仁麟、徐健
玲，秘书长汪欣出席会议。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张力量，市
政府副市长程红，市法院院长陈严法、
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德宏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17 年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一
府 两 院 ”工 作 人 员 2017 年 度 述 职 报
告，并开展了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

《黄山市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和有关
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安排 8 名同志作
了口头述职，组织新任命人员市政府
副市长张波、市政府秘书长洪建春进
行了宪法宣誓。程迎峰为任命人员颁
发了任命书。

程迎峰指出，制定《黄山市松材线
虫病防治条例》，是保护黄山松林资
源、维护黄山自然生态安全的迫切需
要。会议表决通过的《黄山市松材线
虫病防治条例》责任主体明确、法规条
款精炼、内容务实管用，要求法制工委
按照程序抓紧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
批准，争取尽快颁布实施。

程迎峰充分肯定了一年来我市环
境保护工作成效，要求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要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
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全面提升我市
环境保护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要加大问题整改力度，重点围绕影响
目标完成、存在薄弱环节的问题，围绕
上级交办督办、需要落实整改的问题，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多年整治效果不
明显的问题，加大整改力度，提升整改
实效。要强化污染防治攻坚，切实提
高污染防治工作的针对性。要提升环
境监管合力，促进相关职能部门增强协
作、加强配合。要抓好生态环境建设，
对山水资源进行最严格、最有效的保
护，确保全市环境质量在全省保持一
流。

程迎峰指出，开展年度述职和满意
度测评是加强任后监督的一项重要举
措，要求“一府两院”工作人员要以更强
的责任意识、更实的工作作风，努力推
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各委、
办、室副主任，办公厅调研员，市委组
织部，市政府办公厅，市直有关单位，
各区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部分省、
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
程迎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4 月 17 日中午，随着第一批混凝
土浆沿输送泵长臂缓缓浇灌，杭黄高
铁歙县三阳站站房项目开始封顶，标
志站房主体框架工程完成。

杭黄高铁歙县三阳站站房项目包
括站房以及相关室外工程，基本站台
和二站台的铺装及雨棚。站房结构形
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站房建筑
面积为 1499 平方米。项目自去年 11
月中旬动工以来，施工方上足人力机
械，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干快上，
确保了项目如期推进。目前杭黄高铁
建设正在扫尾冲刺当中，有望今年 10
月开通运营。

凌利兵 吴灿/摄

杭黄高铁歙县
三阳站站房封顶

本报讯 歙县以生态提升为核心、
以环境整治为重点、以项目实施为抓
手，强力推进新安江生态保护工作，新
安江水更清了，岸更美了，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试点工作成效得到巩固，流域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实现多赢。

4 月 12 日，总投资约 1000 万元的歙

县村级污水集中处理提升工程在新溪
口乡溪口中心村正式开工。该村紧靠
新安江干流，有常住居民 120 多户。在
此新建的日处理污水 75 吨的村级污水
集中处理站，将配套铺设约 3 公里的污
水收集管网，对居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后进行处理。

据介绍，歙县今年将在新溪口乡溪
口中心村、坑口乡金滩中心村、徽城镇
大梅口中心村、问政中心村和王村镇烟
村中心村新建 5 个村级污水集中处理
站，对已建成的深渡镇棉溪中心村、绵
潭中心村、漳潭中心村和坑口乡瀹潭中
心村 4 个村级污水集中处理站扩容提
升。歙县环保局负责人表示，通过项目
的实施，力争到 6 月底，完成 5 个新建污
水站点建设和 4 个污水站点的扩容提
升，通过对 9 个中心村生活污水的集中
收集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一级 B 标准，乡镇驻地要
求达到一级 A 标准。

自 2012 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歙县已累计
投入资金 108 亿元，其中试点资金 5.1 亿
元，实施各类治理项目 476 个，在农村保
洁、河面打捞、网箱退养、重要河道综合
治理、采砂洗砂治理、重要支流水草治
理、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设、规模养殖
场污染整治、入河排放口整治、沿河服
务行业污水整治等方面实现全覆盖，强
力推进重点区域环境风貌整治、生态农
业建设、增殖放流、循环园区治污能力
建设、工业企业转型发展、农村污水处
理、生态林业建设、地质灾害防治等。
通过全县上下共同努力，新安江生态保
护取得显著成效，歙县县域内街口断面
水质持续保持为优。 ·吴 灿·

歙 县 精 心 呵 护 一 江 好 水
2012 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108 亿元，实施各类治理项目 476 个，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工作成效巩固，流域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实现多赢

本报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徽州区在推进实施千万亩森林增
长工程中，按照“长短结合、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林下特色种养复合型生产经营，提
高林地利用效率和林业综合效益，走
出一条山绿民富双赢路。

种树除草难，白鹅来帮忙。在徽
州区杨村乡山口村松坑新造香榧林基
地，每天早上 8 点，基地员工程伟琴准
时打开棚舍，驱赶大白鹅上山。鹅群
步 入 香 榧 林 下 ，开 始 悠 闲 地 漫 步 食
草。程伟琴说，香榧林现在已进入初
产期，但到盛产期还有几年时间，除了
收益慢，每年除草也要花一笔不小的
开支。去年，基地负责人购买了 200
只幼鹅，试水林禽混养，以降低除草、
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投入，同时通过养
鹅本身收入，以短养长，促进香榧林茁
壮成长。

“以前每个月都要雇二三十个工
人来拔草，现在不用了，而且还可以产

生肥料，这个树还长得快。”基地负责
人鲍国财介绍，今年初，基地首批 40
只大白鹅出售，获得收益 6000 元，下
个月，基地将新增养殖大白鹅 220 只，
预计一年可节本和创收约 10 万元。

眼下，走进徽州区岩寺镇金坑承
龙家庭林场入口处的山场上，油茶树
下的药用牡丹进入盛开期。“前几年我
就开始套种药用牡丹了，今年我又发
展了几万株苗，准备扩大面积。”洪加
忠告诉笔者，林下种植牡丹，不仅效益
好，而且还起到了以耕代抚，抑制杂草
的效果，改善了油茶树的生长环境。

金坑承龙家庭林场在发展油茶种
植中，采取轮作方式，积极发展林下经
济，以种养种，以短养长，除了种植药
用牡丹 25 亩，还种植了西瓜、辣椒 100
亩，并间种杨梅、水蜜桃 30 亩。通过
林下种植，基本实现了山场“自给自
足”发展，现在油茶树已经成林，今年
开始进入第一个丰产年，预计综合效
益有望超过 20 万元。 （下转第二版）

借绿生金 兴林富民

徽州区林下经济“花样”多

决定任命：
张波为黄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洪建春为黄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黄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
（2018年 4月 17日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4月 17日，休宁齐云小镇善水街游人如织。
善水街是齐云小镇的主街区，作为一条兼具现代新商业、新零售等特点的奇

幻主题文旅商街，开街以来接待了大量游客。 黄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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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皖浙 1号旅游风景道安
徽段首个重点项目暨新安计划·儒
医谷开工仪式在歙县街口镇举行。

作为安徽段首个重点项目，

新安计划·儒医谷项目计划投资分
三期，共 5.5亿元。项目选址位于
街口镇前山村，以中医药公益教育
和徽学实践为基础，实施新安医学

复兴计划，打造集中医教育、中医
药博物馆、中医农业和营地旅游于
一体的中草药发展研究基地。

·方凯 王雷·

黄山工业园区连续 6年奖励企业
近日，黄山工

业园区召开改革创
新暨企业发展表彰
大会。拿出 39万元
奖金，奖励 26 家企
业和 53 名个人，连
续第 6 年奖励入园
企业。据统计，自

2013年以来，该园区坚持每年拿出 30余万元，用于奖励
当年在生产经营、技改投入、纳税等方面做得好的企业
和先进个人。截至目前奖励金额已累计达到 190 余万
元，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超发展氛围。

·杨帆 胡晓发·

一季度我市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40.4%

皖浙 1号旅游风景道安徽段首个重点项目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