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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把新安江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试点改革推深做实

◎要深化流域综合治理，突出抓好城乡垃圾污水治
理、河道综合整治、工业点源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点项
目推进等工作，保持水质稳定向好

◎要巩固放大试点效应，扎实做好完善、推广、发展
“三篇文章”，加快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和
新安江生态经济示范区

任泽锋赴屯溪区歙县开展主题教育专题调研时强调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深做实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改革

鼓号铿锵奏华章

程迎峰赴部分区县开展主题教育专题调研时要求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祁俊报道 10 月
12 日，市长孙勇赴祁门县调研，强调
要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各项重点工作
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确保全面完
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奋力推动全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
洪建春等参加调研。

孙勇来到新飞电子、祥源祁红茶
业、黄山电器等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等，希望企业进一步增强
核心竞争力，积极做大产业规模，不断
拓展市场份额。

孙勇还实地察看了平里祁红小
镇、塔坊镇响潭村美丽乡村、新城区示
范高中建设情况，看望慰问塔坊镇南
光辉村贫困户，鼓励他们增强生活信
心，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自立自
强，巩固脱贫成果。

在听取祁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汇报后，孙勇说，近年来，祁门县团结
实干，各项重点工作有声有色，主要经
济指标平稳增长，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干事创业氛围浓厚，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

孙勇指出，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
的重要基石，县域兴则全市兴，县域强

则全市强。在下一步工作中，祁门要
把工业支撑筑得更牢，强理念、强产
业、强龙头、强园区，着力推动工业集
聚化、产业集群化、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把项目基础夯得更实，坚持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
一手抓项目储备争取，全面加快重点
建设，千方百计上项目、扩投资、促发
展；要把祁红品牌打得更响，深入实施
祁红振兴计划，真正将祁门打造成因
茶而名、因茶而富、因茶而强的“中国红
茶之乡”，又借力祁红这个大品牌，把祁
门绿色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品牌擦得
更靓、打得更响，真正成为既是农民脱
贫增收致富的产业，更是带动更多税
收和就业、撑起县域经济发展的拳头
产业、支柱产业；要把生态优势做得更
足，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抓好生态
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食品、林
下 经 济 等 特 色 产 业 ，深 入 实 施“ 旅
游+”，真正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
有机统一；要把民生根本抓得更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
抓好关键小事、民生实事，深入实施脱
贫攻坚“十大工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翻身仗，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纵
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维护社
会稳定。

孙勇赴祁门调研时要求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把工业支撑筑得更牢，着力推动工业集聚化、产
业集群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项目基础夯得更实，千
方百计上项目、扩投资、促发展；要把祁红品牌打得更响，
把祁门绿色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品牌擦得更靓；要把生态
优势做得更足，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要
把民生根本抓得更好，着力抓好关键小事、民生实事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强调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努力成长为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按照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
排，10月 12日，市委书记任泽锋先后深
入屯溪区、歙县，围绕“推深做实新安江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改革，确保 P 值
稳定达标”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委常
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周天伟一同调研。

任泽锋首先来到黄山中环洁城市

管理有限公司，认真听取农村垃圾 PPP
智慧管理系统介绍，勉励企业进一步优
化技术平台和垃圾转运体系，为农村保
洁提供更好服务。随后，他深入歙县王
村镇烟村察看农村污水 PPP 项目建设
情况，要求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统筹推
进改水改厕、设施完善，提高污水处理
能力。在雄村镇“生态美”超市，任泽锋
详细询问垃圾兑换情况，指出整治农村
环境，要更加注重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来到歙县污水处理厂，任泽锋看处
理工艺、听在线监控介绍，强调要提升
工艺流程，加强运营管理，确保水质达
标排放。渔梁过江管道修复工程正在
施工中，任泽锋要求加快管网建设，真
正实现雨污分流。

下午，任泽锋从深渡港乘船前往街
口镇前山村，沿途调研了河面垃圾打
捞、靠岸村庄综合治理、还湿还林及化
粪池改造等情况，指出要加大力度，全

面加强河道及沿江环境整治和生态保
护，永葆新安江一江清水。任泽锋还调
研了街口自动监测站改造提升情况，要
求按照节点高质量推进项目改造提升，
进一步提高水质监测的能力和水平。

任泽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调查研究，着
力破解难题，深化改革、大胆创新，进一
步把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改
革推深做实。要深化流域综合治理，突
出抓好城乡垃圾污水治理、河道综合整
治、工业点源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
点项目推进等工作，加强源头管理，严
密水质监测，保持水质稳定向好。要巩
固放大试点效应，扎实做好完善、推广、
发展“三篇文章”，加快建设新安江—千
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和新安江生态经
济示范区，全面提升生态环保和绿色发
展水平。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在中国
少年先锋队建队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少先
队员，向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辛勤工作
的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
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 年来，在
党的领导下，少先队坚持组织教育、自
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为党和人民
事业薪火相传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
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预备队。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
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
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
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下转第二版）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0 周年之
际，10 月 13 日下午，屯溪区在龙山实验
小学举行“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
会活动暨鼓号操展演活动。来自全区
10 所小学的 1000 多名少先队员参加活
动。 樊成柱/摄

本版责任编辑/王翠竹 E—mail:hsrbzbb@163.com

本报讯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安排，10 月 10 日至 12 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迎峰深入休宁县、
徽州区、黟县，就人大监督领域新拓展
的环境保护、国资管理、预算审查、债务
监管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等工作开展
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汪欣
一同调研。

程迎峰一行实地调研了休宁县蓝
田镇迪岭村晓川组农村环境整治、一水

厂建设、县城污水管网建设，徽州区西
溪南坑上村饮用水源保护、农村污水治
理和区国投集团国有资产管理，黟县石
山口高铁隧道和县城污水厂建设等工
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区县人大
常委会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征求区县人
大、政府相关部门及部分乡镇人大、基
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程迎峰对休宁县、徽州区、黟县人
大近年来在拓展监督领域、丰富监督方

式、提升监督实效等方面的工作和成效
表示充分肯定。程迎峰指出，能否通过
开展主题教育，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
有效促进工作，是检验人大系统主题教
育成效的重要标志。作为市及区县人
大，要把主题教育与依法履职结合起
来、与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结合起
来，进一步增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
精气神，扫除人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在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和民主

法治建设中，贡献人大的智慧和力量。
要强化问题导向，把推动问题解决贯穿
人大监督工作始终，确保环境保护、国
资管理、预算审查、债务监管和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等新拓展领域的监督工作
更有力度、更有成效。要强化履职为
民，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把关切民生冷暖的教育、医疗、
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
问题作为重要监督议题，切实推动群众
的关心事、操心事、烦心事得到解决。
要强化工作合力，坚持全市人大工作一
盘棋，上下联动、协调配合，协同做好相
关重点监督工作，努力提升人大整体工
作实效。

相关区县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
会相关机构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黄 均·

本报讯 连日来，休宁县各级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做到学
深悟透，努力使主题教育取得良好成效。

日前，休宁县纪委监委举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知识竞赛，通过以赛
促学的方式，促使全县纪检监察干部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忠实履行党
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做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

为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质量，休宁县积极创新理论学
习方式、方法，坚持在线学、集中学、

“送学上门”全面学，做到有的放矢，推

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

9 月 18 日起，每日一早“滴滴”声
准时响起，这是该县统计局在微信工
作群、QQ工作群里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每日一学活动，每天指定专人负责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要论述摘编等学习内容发送
至微信、QQ 工作群里，引导全体党员
干部主动参与理论学习，让理论学习
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该县司法局组织机关全体党员轮
流领学原文，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和
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开展交流发言，做
到脑动、嘴动、眼动、手动、心动“五动
合 一 ”，增 强 学 习 效 果 ，成 为 一 大 特
色。汪村镇、信访局等单位还开展送
学上门工作，根据一些老党员行动不
便的实际，将主题教育读本资料、相关
会议精神，送到老党员家中，主动服务
退休老党员，将主题教育落到实处，不
落一人。 ·谷庆江 孙蛟 吴玉洁·

创新理论学习方式方法

休宁县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10 月 13 日 ，
“徽州百工”数控车
工技能大赛暨“融
入长三角、共筑山
水情”数控车工技
能邀请赛在黄山高
新区举行。浙江省
建德市、桐乡市、德
清县及我市共 7 支
代表队现场比拼。

大赛旨在进一
步推动我市与长三
角发达地区技能人
才交流，激发职工
学技术、练技能的
热情，加快提升我
市新型工业化技艺
水平。

叶有辉/摄

10 月 10 日，蓝天白云下的歙县新
安江百里大画廊，青山碧水与粉墙黛瓦
的古村落交相辉映，如同一幅山水画展
开在眼前。11 时 20 分左右，一艘大型
游船在将游客顺利送达深渡码头后，驶
往不远处的船舶污水上岸收集点。收
集点将游船上卫生间、洗浴间、厨房和
餐饮等处产生的废水，进行收集处理
后，输送到污油收集池，再送到深渡镇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歙县新安江流域的 22 艘游船生活

污水已全部实现“上岸”处理，真正船舶
污水“零排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歙县境内，新安江流域面积 2122平
方公里，涵盖全县 28个乡镇。新安江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以来，歙县上下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新安
江保护的政治自觉，持续开展流域生态
综合治理，强力推进全域环境整治，严格
落实各项保护制度，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
用，将新安江两岸打造成为生态风景线。

在源头管控上，歙县出台《开发区工
业企业低效用地处置实施办法》，有序实
施开发区“低小乱污”企业“腾笼换鸟”；
持续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耕地保护
与质量提升建设、果茶菊有机肥替代化
肥”三大行动，在王村、徽城、深渡等 10
个沿江乡镇累计建成果、菜、茶有机肥替
代化肥示范基地 7000余亩，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普及率达 90%以上；农药集中配
送经营网点优化调整至 130家，高效、低
毒、无残留农药得到持续有效推广。

综合整治方面，加快城乡污水综合
治理，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后，日处理

能力已达 6万吨。通过一体化实施城区
雨污分流工程，城区 17 条街道、104 公
里的管网检测疏通已经完成；8 个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敷设管网 3550米；原徽州
大道 32 个夜市摊点集体搬迁至城区体
育中心美食广场，污水全部接入市政管
网，油烟进行专业处理。在制定 16个乡
镇 88 家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计划的同
时，对全县 97 个中小型畜禽养殖场、规
模户进行标准化改造升级，粪污集中运
输处理每年超过 5万吨。推进新安江干
流、重要支流 4539 户改厕，目前已完成
3000多户。

在长效管理上，歙县出台《歙县地
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在大洲
源、定邦河、小洲源、街源河等 4 条重要
支流 11个乡镇交界断面设置监测点，探
索建立水质监测结果与年度综合考核
挂钩机制，以支流环境提升保障全流域
水质好转。 （下转第二版）

护一江清水 展生态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