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
省监委专项工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朱胜利）5 月 26 日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听取
了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情况报告。 这是省
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省监委专项工作的报
告。 省监委主任刘惠代表省监委向省人大
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2018 年至 2020 年，在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及省委具体指导下 ， 在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大力支持下 ， 全省各级监察机关紧

盯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 深化运用
一体推进不敢腐 、 不能腐 、 不想腐的理
念，强化监督执法 ，推动专项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 ， 为全省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提供坚强保障。
报告显示，省监委坚持把专项治理摆

在突出位置来抓，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任务、 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基

层权力运行等开展监察监督，推动脱贫攻
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部署开展 “三
清三度”专项行动和“两项目两资金”专项
整治，依法查处一批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
益的腐败问题；坚持宽严相济原则 ，对履
行脱贫攻坚职责不力、不担当不作为公职
人员严肃问责，为受到诬告陷害扶贫干部
澄清正名、撑腰鼓劲 ，激励干部在扶贫一
线担当作为。

（下转 6 版）

三省一市 9 个生态环保类重大项目集中“云开工”，涉及太湖水环
境治理、环巢湖生态保护修复等——

携手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重大项目接连发力，共建绿色美丽长
三角。 5 月 26 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主会场 ）在江苏省无
锡市举行。 三省一市以“云开工”方式，共
同启动太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 9 个
重大项目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这 9 个项
目全是生态环保类项目。 这标志着沪苏浙
皖正积极携手协作 ， 以项目为引领和支
撑，不断夯实长三角绿色发展基础 ，推进
更高质量一体化。

这 9 个项目总投资 134.42 亿元，其中
上海开工的项目是元荡堤防达标和岸线
生态修复（二期）工程、淀山湖堤防达标及
岸线生态修复工程，江苏开工的是太湖清
淤固淤湿地带工程、太浦河共保联治江苏
先行工程 、 宜兴太湖竺山圩退圩还湖工
程，浙江开工的是“水韵湖城”太湖流域湖
溇河漾水生态系统项目、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片区祥符荡环境
保护提升工程 ， 安徽开工的是滁河流域
（来安县汊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环巢
湖生态保护与修复五期项目。

在安徽的2个项目中，滁河流域（来安县
汊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位于滁州市来安
县，项目将新建污水管道7.7千米，新建污水
泵站1座，雨污水合流管道清淤48.3千米；建
设共19条河道，新建水闸5座，新建泵站2座；
新建调蓄水体74公顷， 新建补水管道5.6千
米。 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 厂区用地面积约
80.46亩，出水达到一级A标准。

环巢湖生态保护与修复，是我省践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 此
次我省开工的另一个项目，就是环巢湖生
态保护与修复五期项目（巢湖市半岛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该项目位于巢
湖市黄麓镇， 项目将新建规模为 3 万 m3/d
污水处理厂 ，出水执行 《巢湖流域城镇污
水处理厂和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DB34/2710-2016）标准，同时配套建
设 39.45 千米污水管网。

去年以来， 沪苏浙皖加强生态环境联
防联控， 携手打好碧水保卫战， 精心做好
“水文章”。 三省一市协同推进长江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改和监测溯源， 加强船舶和港
口污染联防联治，完成区域“千吨万人”及
其他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统筹
推进重点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 沪苏浙联
合建立太湖淀山湖湖长协作机制， 加强太
湖蓝藻水华和省际边界地区水葫芦联合防
治，做好太湖、洪泽湖、沱湖等汛期水环境
防范应对； 苏皖三区一县联合实施石臼湖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湖州市和无
锡市联合签署关于建立太湖蓝藻防控协作
机制合作协议，新安江、滁河等跨省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有序落实。 （下转 6 版）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标对表、聚焦聚力———

深学悟初心 笃行求实效
■ 本报记者 黄永礼

丰富学习形式，淬炼党性修养
瞻仰革命旧址、观看红色影片、

聆听专家讲座、 集中学习研讨……
日前，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把党史
学习教育课堂搬到 “中国第一将军
镇”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 3 天时间
里，厅领导班子成员、厅机关处室和
厅直单位负责同志潜心学习、 静心
体悟。

“将学习班选在独山镇，就是让
党员干部深入革命老区、 接受党史
教育、感受红色精神。 ”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懋燮表
示，通过重温革命历史，交流学习心

得，畅谈思想感悟，激发了大家学史
明理知党恩、学史增信铸党魂、学史
崇德树党风、 学史力行跟党走的信
念和决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之初， 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就着力抓好统筹谋
划， 将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为 45 项具
体举措，组建由厅领导牵头的 8 个巡
回指导组，明确工作“流程图”、全年
“行事历”和督导“指挥棒”，扎实有力
推进实施。

突出深学细悟， 厅党组以上率
下带头学，落实党组会前学、中心组
集中学、 支部集体学、 个人自行学
“四学 ”结合 ，带头开展集中学习 5
次，进行研讨交流。

（下转 6 版）

实事要“一任接着一任干”
———“学党史、办实事”系列谈⑩

朱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
次讲述山西省右玉县委
一任接着一任带领人民
群众治沙造林的故事，
“点赞”他们“像接力赛
一样， 一棒一棒接着干
下去”，让“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
洲”。 为民办实事，就要一任接着一任
干，久久为功。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广大
党员干部积极投身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解决了一大批基层和
群众急难愁盼的困难事、烦心事。但
有些老大难的问题要解决， 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循序渐进、持续
发力。 党员干部要有 “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建功必须
有我”的历史担当，把群众利
益摆在首位， 确定科学合理
的目标， 制定时间表、 路线
图，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

当前， 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正陆
续换届，但“换届不能换方向，换人
不能换蓝图”， 只要是发展所需、基
层所盼、民心所向的实事，就要“一
张蓝图绘到底”， 锲而不舍干下去。
发扬钉钉子精神， 既立足当前解决
具体问题， 又着眼长远增进民生福
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为群众
办实事常态化， 不断取得群众满意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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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更加动人的《太湖美》

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启动太湖及
水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项目建设

李强宣布开工 娄勤俭致辞 袁家军李锦斌龚正郑栅洁王清宪出席 吴政隆主持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相聚美丽太湖

之滨，共筑绿色发展根基。 5 月 26 日上午，
长三角三省一市以“云开工”方式，共同启
动太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 9 个重大
项目建设，奏响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更加动人的 《太湖美 》，拉开了 2021 年度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帷幕。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江苏无锡宣布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开工，江苏省
委书记娄勤俭致辞 ，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
军，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 ，上海市委副书
记、市长龚正，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郑栅
洁，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江苏省委副
书记、省长吴政隆主持。

娄勤俭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各位
领导和嘉宾莅临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太
湖是长三角的一颗璀璨明珠，习近平总书
记曾用江苏民歌《太湖美》盛赞太湖。 近年
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协同开展太湖生态清淤 、水环
境综合治理，共同促进太湖流域水质持续
改善、生态持续好转 ，充分彰显了一体化
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势。 今天启动的一批太
湖及水环境治理重大项目，必将进一步推
动太湖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提升，夯实长三
角绿色发展基础，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注入动力活力。 娄勤俭说，习近平
总书记去年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为新发展阶段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大
机遇。 我们三省一市要紧扣服务国家战略
落地、紧扣支持上海发挥龙头作用 、紧扣
加强高效协同的要求，坚持以重大项目建
设为牵引创造更多实实在在成果，合力打
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共同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走深走实，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

大贡献、提供更强支撑。
这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是今年长三

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的重要内容，活动
主会场设在无锡，三省一市在项目建设现
场设立分会场。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
项目建设现场 ，大型工程机械云集 ，一派
热火朝天景象。 主会场与建设现场视频连
线，听取三省一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关于
开工项目情况汇报后，三省一市主要领导
同志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共
同启动项目集中开工。

当天集中开工的9个重大项目聚焦太
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 其中上海开工的是

元荡堤防达标和岸线生态修复 （二期）工
程、淀山湖堤防达标及岸线生态修复工程，
江苏开工的是太湖清淤固淤湿地带工程、
太浦河共保联治江苏先行工程、 宜兴太湖
竺山圩退圩还湖工程，浙江开工的是“水韵
湖城”太湖流域湖溇河漾水生态系统项目、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片
区祥符荡环境保护提升工程， 安徽开工的
是滁河流域（来安县汊河）水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 环巢湖生态保护与修复五期项目，9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34.42亿元。

开工活动前， 与会领导同志观看了太
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题片， 听取太湖及

水环境综合治理、 无锡市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汇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
划》实施以来，三省一市着力推进生态环境
共保联治，太湖治理成效明显，水污染物浓
度和富营养化程度下降， 湖体和河网水质
明显提升，连续 13 年实现了确保饮用水安
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的目标。

长三角三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党
委、政府秘书长，党委、政府研究室主任及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
展 15 个专题合作组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以及无锡市相关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
参加活动。

5 月 26 日上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开工仪式在江苏无锡举行。 新华日报记者 肖勇 摄

全省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明日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范克龙 ）5 月 28
日， 全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推进大会将在肥举行。 大会将以
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省主会场设
在安徽大剧院，各市、县（市、区）设分
会场。

会议将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脱贫攻坚伟大成就， 隆重表彰我
省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激
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

记初心使命，践行“两个维护”，再接再
厉、 接续奋斗，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加快建设新阶段现
代化美好安徽，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经过 8 年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 ，
安徽圆满完成了向党中央、 国务院签
订的脱贫责任书目标任务， 绝对贫困
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解决，交
出了一份中央放心、人民满意、可载入
安徽发展史册的优异答卷。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范孝东 见习记者
李明杰）5月 26日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省人大常委
会机关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沈素琍主持会议，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宋国权，副主任谢广祥、刘明
波、沈强、魏晓明，秘书长白金明出席。

出席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 49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分别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委员郭再忠作的关于 《安徽创
新型省份建设促进条例 （草案修改
二稿 ）》修改情况的说明 ，省人大法
制委员会委员鲍挺作的关于 《安徽
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办法 （修订草案 ）》
修改情况的说明 ， 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委员潘法律作的关于 《安徽省林
长制条例 （草案 ）》修改情况的说明 ，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卢新江作的

关于 《安徽省自然保护区条例 （草
案）》修改情况的说明。

《安徽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草
案）》《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提请
本次会议审议。受省政府委托，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贺懋燮、 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副厅长杨明分别作了说明。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选工
委副主任韦大伟作的关于修改 《安徽
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合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
《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 〈合肥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
例〉的决定》《蚌埠市大遗址保护条例》
《阜阳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已分别
经相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提请
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会议分别听取了
相关说明。 （下转 6 版）

习近平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5 月 26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

世界各国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共建人和
自然和谐的美丽家园。 中国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积极参与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合作。 中国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
革创新， 积累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
经验。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携手合
作，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世界环境司法大会当日在云南省昆明
市开幕，主题为“发挥司法作用 促进生态
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大会由最高
人民法院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举办。

习近平分别同尼泊尔总统、黑山总统和西班牙
首相通电话

·红色足迹

焦桐常青，精神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河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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