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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推进作风建设

来自重大项目现场的报道

聚焦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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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信访问题线索移交情况

本报讯 （记者郑颖）6 月 7 日，
记者从江西省配合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组获悉，截
至 6 月 6 日 20 时，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已向我省移交6批信访问
题线索共 371 件，其中重点信访问
题线索178件。投诉比较集中的问
题主要是：大气污染185件，水污染
143 件，生态破坏 45 件，噪音污染
34 件，土壤污染 23 件，有的信访问
题线索涉及多种污染类型。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
驻期间（2018年 6月 1日－7月1
日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
0791-88918612，专门邮政信箱：
南昌市 3622 邮政专用信箱。督
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江西省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向我省
移交371件信访问题线索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崔文毅、潘洁）国家主席
习近平 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巩固中哈传统友谊，在民族
复兴征途上携手前行。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重要邻国，也是有影响
力的地区大国。中哈关系已成为邻国友好关系的典范。中
国愿同哈萨克斯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先行一步，
为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凝聚智慧和力量。我愿同你一
道，为中哈友好事业这艘巨轮掌舵领航。

习近平强调，中国梦和哈萨克斯坦梦都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我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中哈要携手

前行，相互助力，交相辉映。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哈方
的内外政策，愿同哈方深化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合作，密
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习近平指出，5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正是
在总统先生陪同下，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
经济带倡议。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取得积极成果，关键在于顺应
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符合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现实需
求。“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实践。中哈两国 5年来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已进入
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新阶段。 （下转A2版）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在民族复兴征途上携手前行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经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谊勋章”将于6月8日首次颁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设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授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
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为国家最高荣誉。设立
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旨在通过树立中外友谊典范，向世界
传递友谊和平、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章体以金色、蓝色为主色调，采用和平
鸽、地球、握手、荷花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万年青、牡丹花、玉璧、兰
草等元素，整体采用花丝镶嵌、掐丝珐琅等传统工艺手工制作。设计制
作象征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友谊长存，祝愿世界各国共同繁
荣发展。

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颁授首枚中华
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中央电视台将对颁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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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余干讯 （记者李冬明）6 月 7 日，农业
农村部会同江西省在鄱阳湖畔余干县联合举办
2018 年“全国放鱼日”主会场活动。省委书记、
省长刘奇，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共同为鄱阳
湖增殖放流水生生物。

活动现场，渔政部门共向鄱阳湖增殖放流
四大家鱼、河蟹和胭脂鱼等水生生物苗种230余
万尾，并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首次
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鄱阳湖长江江豚活动
规律开展实时监测研究。

韩长赋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
命河，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鄱阳湖是我国最
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被称为“长江之
肾”。作为全国首批全境列入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的省份之一，江西省一直高度重视鄱

阳湖生态环境建设，多年来着眼生态环境保护
和渔业绿色发展，加强水生生物保护，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行为，积极推进“呵护生态鄱阳湖，共
抓长江大保护”系列活动，以实际行动保护好鄱
阳湖“一湖清水”。

韩长赋强调，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是
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修
复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维护长江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举措，是助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
国的有益探索。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共抓长江大保护的重要指示要求，强化思想自
觉，全力唱响质量兴渔、绿色兴渔主旋律，为建设

“生态长江”“绿色长江”作出积极贡献。

鄱阳湖是长江流域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水域
之一，也是长江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我省历
来高度重视鄱阳湖的生态保护工作。近年来，
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的嘱托，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鄱阳湖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渔业资源修复进一步加快。根据 2017 年

《长江渔业资源公报》显示，鄱阳湖江豚数量稳
中有升，已占长江流域江豚总数一半，中华鲟、
胭脂鱼等珍稀水生生物数量增长明显。

增殖放流活动结束后，在刘奇陪同下，韩长
赋乘坐渔政船调研了鄱阳湖春季禁渔执法、江
豚保护等工作，随后还来到余干县现代农业示
范园调研。

副省长胡强参加相关活动。

呵护生态鄱阳湖 共抓长江大保护

2018年“全国放鱼日”主会场活动在赣举行
刘奇韩长赋共同为鄱阳湖增殖放流水生生物

本报讯（记者郑颖）6月5日上午，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了反映江西瑞金万
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金万年青公
司）环境问题的信访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要求省有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赶赴瑞金调查
核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经调查，瑞金万年青公司环保问题整改不到
位：一是原煤堆场未采取封闭管理措施，原料进
出时会造成粉尘无组织排放，对周边居民产生影
响。二是未按要求规范建设原煤贮存场所，雨期
煤场产生的少量淋溶水未经有效处理，经水沟外

排至厂区外农田；厂区内的瑞金万年青商砼有限
公司存在搅拌车清洗废水直接从雨水沟外排现
象。三是生产时产生的噪声，对厂界附近居民造
成影响。

企业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一
是没有兑现搬迁承诺。企业所在地政府在企业
投产时承诺，将瑞金万年青公司卫生防护距离内
居民全部搬迁到位。截至目前，瑞金万年青公司
卫生防护距离 600米内 576户居民没有搬迁，这
是导致群众反复投诉的主要原因。二是整改工
作不力。 （下转A2版）

我省认真调查处理江西瑞金万年青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环境问题
要求从三个方面立即加大整改力度

6 月 7 日，游
人在新余市渝水
区罗坊镇湖头村
荷塘赏荷游玩。
近年来，罗坊镇积
极调整和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将荷
花与艺术、荷花与
民俗、荷花与旅
游、荷花与美食等
多种文化相结合，
推动传统莲藕种
植向综合开发转
变，助力乡村经济
发展和农民脱贫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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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别策划——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见B1-B4版）

本报永修讯（记者练炼 通讯员郑文
斌、胡传丰）初夏时节，记者走进永修县中
车智能交通产业园过渡性生产区，看到工
人们有的在焊接设备，有的在拼接组合，
一场造车大战正在火热上演。

近年来，永修县乘着赣江新区建设东
风，持续推进招商引资，抢抓“央企入赣”
发展机遇，吸引大批龙头企业落户。为招
引中车项目，县委主要领导数次登门拜访
企业，热情邀请企业负责人到永修实地参
观考察，全面推介永修的投资创业优势，
增进政企双方的了解信任。2017 年 9 月
11日，永修与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正式
签约，标志着总投资 40 亿元的中车智能
交通产业园项目成功落户。

为实现签约项目早落户、早投产，永修
县租赁了2.5万平方米过渡性生产厂房供
中车使用。“去年9月签约后，10月启动建
设，12月对过渡性厂房进行基建改造和设
备购置，目前已完成所有设备的安装调试及
基建改造工作，今年6月可实现自主设计电
动物流车与智轨整车下线。”永修县对项目
推进的速度，让江西中城通达新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恽益红赞不绝口。

三分招商，七分安商。为加快中车智
能交通产业园建设，永修县全力以赴，专
门成立了中车办，精心挑选人员入驻该企
业，对项目建设进行全程跟踪服务，第一
时间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题，积极帮
助解决项目用地指标、立项、规划、报建等
问题。目前，建筑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的
区域总部大楼已开工建设，一期 416亩生
产基地已完成规划设计，今年 6月中旬将
全面开工建设。中车智能交通产业园达
产后，将实现年产新能源物流整车与分拣、配送机
器人 10万辆（套），以及中小运量捷运整车装备 100
列、电驱装备核心部件10万套的销售规模。

此外，作为汽车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中车落户
永修后，将带动大批配套企业聚集。为加快产业发
展，永修县还设立了 16.8 亿元的投资引导基金，对
新能源项目进行全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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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本报宜春讯 （记者龚艳平 通讯员彭

健）6 月 5 日，记者从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
区获悉，《宜春市温汤地热水资源保护条
例》近日获得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
9 月 1 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明月山地热
水资源保护有了法律保障，也为全省各地
温泉保护开发提供了经验。

温汤温泉千年水位不减、水温不降，日
最大出水量 1.3 万吨，含有 20 多种对人体
有益的微量元素，是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
区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可饮可浴的富硒温
泉，温汤温泉2016年被世界温泉及气候养
生联合会授予“世界级多用途优质温泉”，

2017年温汤镇获评“世界温泉健康名镇”，
2018年成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荣誉的背后是明月山科学保护利用
富硒温泉的实践与做法。明月山温泉风景
名胜区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像对待
自己的身体一样珍惜富硒温泉，答好温泉
保护利用这道“必答题”。

保护是永恒的主题。近年来，明月山
聘请省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明月山风景
区温汤地热田的开发利用及保护规划专题
报告》；先后出台《明月山风景区古井温泉
水使用管理规定》《明月山风景区温泉水资
源保护方案》等规章制度， （下转A2版）

答好富硒温泉保护利用“必答题”

明月山温汤“温”好“一锅汤”

初夏时节，赣州市赣县区活力迸发。
为了打赢“共抓大保护”攻坚战，各级党员
干部迅速行动，帮助近 400 家沿江生猪养
殖户实现成功转型，在种植果蔬、优质稻等
领域大显身手；着眼于美丽乡村建设，广大
党员干部连续奋战100天，全面整治“空心
房”460万平方米，农村迎来新面貌。与此
同时，广大帮扶干部吃住在村，掀起了脱贫
攻坚“夏季整改”热潮。

新时代实现新作为，
赣县区坚持向作风要生
产力。该区按照预警在
先、从严管理的原则，制

定实施了“三线”管理办法，即定“标线”明
确基本目标和要求、触“红线”进行预警和
提醒、越“底线”严肃通报和问责，做到既为
干事者撑腰壮胆，也让懒政者“红脸出汗”，
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

目标是干事的方向。赣县区通过设定
“标线”明确基本要求。围绕上级部署和区
级实际，分别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
任务等方面， （下转A2版）

“三线”管理管出干部好作风
——赣州市赣县区干事创业活力迸发

刘世平 本报记者 鄢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