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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9月 1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
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
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陕

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河南省委书记王国
生、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生态环境部部
长李干杰、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国家发展
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先后发言，山西省委
书记骆惠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
纪恒、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四川省委书
记彭清华、甘肃省委书记林铎、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提供书面发言，

分别从黄河流域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
染防治等方面谈了认识和看法，结合实
际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强调，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
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
战略。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积极支持流域省区打赢
脱贫攻坚战，解决好流域人民群众特别
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防洪安全、饮水
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对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黄河宁，天下平”。自
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
害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
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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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9日，市七届人大
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市委
市政府会堂胜利闭幕。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293人，实到
283人，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执行主席任泽锋、程迎
峰、路海燕、肖善武、徐德书、陆群、徐
德立、叶正军、李高峰、徐健玲、胡仕
圣、汪欣、王恒来、李忠、汪国际、吴伟
刚、金玉琴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程迎峰主持会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孙
勇为黄山市人民政府市长；选举李高
峰为黄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
勇、李高峰向宪法庄严宣誓。

市委书记任泽锋发表讲话。他
首先代表市委和大会主席团，向各位
代表表示衷心感谢，向刚刚当选市人
民政府市长的孙勇同志、当选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的李高峰同志表示热
烈祝贺。

任泽锋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重大意
义。我们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的信
任与重托，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
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奋力奔
跑、追梦前行，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一起拼搏、
一起奋斗，努力把黄山的事情办得更
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
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

任泽锋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
确保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坚持把第二
批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聚焦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
清正廉洁作表率，联系实际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务求实实在在的成效。要
坚持稳中求进，确保年度任务全面完
成，必须拿出争先进位的决心、冲刺
提速的状态，“干”字当头、“实”字为
要，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
扩大开放，推进共享，奋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要聚焦大庆安保，确保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以更严的标准落实维
稳责任制，科学把握旅游城市特别是
假日旅游期间维稳工作规律，全力以
赴保安全、保大庆、护稳定，为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任泽锋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党委
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及
时研究解决人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努力为人大工作创造良好环
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责，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
阶。各位代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与祖国共奋进、在本职创一流，为黄
山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孙勇在任职发言时表示，要坚持
忠诚为魂，坚定坚决讲政治，把对党
绝对忠诚作为立身之本、从政之基，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部工作的主题
主线；坚持担当为要，聚精会神抓落
实，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部署要求，巩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坚持实干为本，
全心全意惠民生，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
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坚持廉政为要，依法行政作
表率，始终做到廉洁从政、廉洁用权、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按照法定
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以
更大的作为奉献于黄山，服务于黄山
人民，不负组织、人民和岗位的重托，
在加快建设更美丽更富裕更文明的
现代化新黄山征程中，再创佳绩、再
谱新篇，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
时代答卷。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
幕。

·胡利龙/文 樊成柱/摄·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任泽锋发表讲话 孙勇当选市人民政府市长 程迎峰主持 路海燕出席

本报讯 9月 19日上午，市七
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
次会议。市委书记任泽锋主持会
议。

本次会议应到人数 32 人，实

到 29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审议各

项候选人名单（草案）情况汇报，确
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选
举。 ·汪 悦·

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选
举李高峰同志为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2019年 9月 19日

本报讯 9月 19日上午，市七
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各代表团会
议。

会议继续审议了各项候选人
名单（草案）。

·汪 悦·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各代表团会议

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选
举孙勇同志为黄山市人民政府市长。

现予公告。
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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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公告
（第一号）

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公告
（第二号）

黄山市发展成就巡礼——中国建设银行黄山市分行

同心同行 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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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中国摄影家协会首次举办“‘摄
影发现中国’最美山水、最美城镇推
荐地”征集推选活动，其中，黄山成
功上榜“摄影发现中国”十大景观之
一。

据了解，活动由中国摄影家协会
策划，经过一个月面向全国的征集，
共 收 到 有 效 推 荐 地 3015 个 。 经 摄
影、文化旅游、新闻媒体等领域专家
学者推荐，结合网友投票结果，活动

组委会在认真讨论后，首推黄山、坝
上、恩施、九寨沟、喀纳斯、婺源、雪
乡、元阳梯田、张家界、周庄等十个以
独特的摄影景观特色驰名海内外的
摄影地作为“十大景观”。

同时，为丰富活动内容，组委会
还面向社会征集有关十大景观“摄
影的故事”及摄影人在十大景观的
创作场景，相关庆典将于 11 月在黟
县举办。

·汪 鼎·

9月 17日，省林业局公布第七批安徽
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单，我市 58 家
企业上榜。其中，复审黄山徽州竹艺轩雕
刻有限公司等 49 家，新增歙县山野山核
桃专业合作社等 9家。

此次新认定的 58家省级龙头企业包
含木竹板材加工与雕刻、园林绿化、种苗
培育、森林旅游、林下种养等方面，是推
动我市现代林业产业发展、带动农民持
续稳定增收的重要载体和林业经济健康
快速发展的生力军。据了解，省级林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每两年认定一次，此次
认定有效期至 2021年 10月。·汪树人·

黄山上榜“摄影发现中国”十大景观 全市 58家林企获评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市委书记任泽锋发表讲话。 新当选市长孙勇作任职发言。

人大代表现场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