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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将用3年时间实现城镇污水收集处理提质增效

全市小区要绘制“排水管网运行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广州计划用 3 年时间进一步提

升全市污水处理能力，城市生活污水集

中收集率达到 8 成。 昨日，记者从广州

市水务局获悉，《广州市城镇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

（

2019- 2021

年）》（ 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

）已经通过

市府常务会审议，其中提出要强化小区

及机关事业单位排水管理，绘制小区及

单位内部“排水管网运行图”， 到 2021

年底，基本实现小区及机关事业单位生

活污水的依法接入和达标排放。

目前，不少小区，尤其是建成时间

较早小区存在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等

问题。《行动方案》强调，要强化小区及

机关事业单位排水管理。 由各区政府负

责， 组织并督促小区及机关事业单位，

委托专业机构对其红线内部排水设施

进行全面摸查，并绘制小区及单位内部

“排水管网运行图”，2020 年底前完成。

《行动方案》 还要求强化排水管网

日常巡查，主干管网检查及接驳井至少

每月开井检查一次，支管检查及接驳井

至少每季度开井检查一次。

信阳市光山县位于大别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 是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

县。 17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光山县槐店

乡司马光油茶园考察调研。 在油茶园展

厅，习近平仔细了解光山县发展油茶产

业、推动脱贫整体情况。 天空飘着毛毛

细雨，油茶园绿意更浓。 习近平同正在

劳作的村民和管理人员交流，实地察看

油茶树种植和挂果情况，询问乡亲们家

庭、务工和收入情况。 大家告诉总书记，

近年来， 通过发展油茶种植加工产业，

贫困户摆脱了贫困， 村民过上了好日

子。 习近平强调，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

植，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了群

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生态环境，一举

多得。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面向市场，推

广“公司+农户”模式，建立利益联动机

制，让各方共同受益。 要坚持走绿色发

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深加工，把

油茶业做优做大，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

农民增收、生态良好。

随后，习近平乘车前往光山县西南

部的文殊乡东岳村。 该村原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45户585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18年全村实

现整体脱贫。 习近平来到村文化接待中

心，了解光山县脱贫工作和中办在光山

县扶贫工作情况。 这些年，东岳村大力

推进“多彩田园”产业扶贫，成立了村电

商服务中心，把村里的农副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 习近平察看了糍粑、月饼、咸麻

鸭蛋、黑猪腊肉、红薯粉条、甜米酒等

“光山十宝”和光山羽绒服等特色产品，

详细询问产品的市场销路和带动村民

脱贫的作用。 他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要注意节约环保，

杜绝过度包装， 避免浪费和污染环境。

光山花鼓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两名花鼓戏演员

给总书记现场表演了一段新编花鼓戏，

赢得热烈掌声。

习近平接见了中办派驻光山县挂

职扶贫的同志，并同当地脱贫致富带头

人亲切交流。 习近平表示，光山县今年

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贫困帽子摘了，攻

坚精神不能放松。 追求美好生活，是永

恒的主题，是永远的进行时。 脱贫攻坚

既要扶智也要扶志， 既要输血更要造

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

防止返贫。 要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

的精神，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致富，继续

在致富路上奔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

生活。 脱贫攻坚是一项深得人民拥护的

民心工程。 党的政策再好，也靠大家去

落实。 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

斗堡垒，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转化

为基层的具体工作，抓牢、抓实、抓出成

效。

17日下午，习近平来到郑州煤矿机

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经过60多年发展，已经

成为全球重要的煤矿综采技术和装备

供应商、国际领先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

业。 在企业展厅，习近平听取了企业开

展科技创新、进行海外并购、推动产品

转型升级情况介绍。 总装车间内，煤矿

液压支架产品整齐排列，习近平仔细观

看了液压支架操作演示。 他强调，制造

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

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的重要支撑。 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

制造， 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

去， 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扎

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

明的摇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发展情况，多次就三江源、祁连山、秦

岭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出要求。

17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黄河博物馆，走

进展厅参观展览，了解黄河流域文明发

展、水患治理、生态保护等的历史变迁。

习近平不时驻足端详陈列的文物标本、

历史文献和图片图表，就有关问题同大

家探讨交流，充分肯定中华民族在同黄

河水患的斗争中展现的不屈不挠、顽强

拼搏的奋斗精神。

习近平随后乘车来到黄河国家地

质公园临河广场，沿黄河岸边步行察看

周边环境， 听取沿黄地区生态保护、水

资源利用、 堤防建设和防洪形势等情

况。 在临河广场观景平台，习近平眺望

黄河郑州段。 天高水阔，林草丰茂，一片

勃勃生机。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之

初，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70年来，党领导

人民开创了治黄事业新篇章，创造了黄

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实践证明，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

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

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

18日下午，习近平听取了河南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河南各项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习近平强调，当前，

我国发展形势是好的，但国际形势仍然

错综复杂， 我国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

战，我们必须办好自己的事情。 希望河

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省委和省政府领导

下，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以优异成绩迎

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努力创造出无愧

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新的更大的

业绩。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

立足省情实际、扬长避短，把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创新摆在发

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加强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

化，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突出问题，积极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

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不断调整优

化农业结构，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突

出抓好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加快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的文

章，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同

脱贫攻坚战略的有效对接，在乡村振兴中

实现农业强省目标。

习近平指出，要高度重视生态保护

工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升级优

化，努力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体系，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把沿黄生态保护好，提升自然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群众

所急、所需、所盼的民生实事。 要聚焦

“三山一滩” 特别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等

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实施攻

坚，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 要出台更多鼓励就业创业的措施，

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下

岗职工、农民工、返乡人员等重点人群

的就业问题。 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为人民群

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指出， 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传承、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严格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进媒体融合向纵

深发展、建设全媒体，更加注重网络内容

建设，让网络空间正气充盈。

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第一批已经结束，第二批

刚刚启动。 各级党委要总结运用好第一

批主题教育成果， 抓好第二批主题教

育。 第二批主题教育层级下移，线长面

广。 要注重分类指导，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注重减轻基层负担，注重开门

抓教育，注重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紧迫问题，切实把党中央关于主题教育

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

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 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

的宝贵精神财富。 开展主题教育，要让

广大党员、干部在接受红色教育中守初

心、担使命，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

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和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考察期间，习近平在郑州亲切接见

驻河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

级单位主官，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

驻河南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并

同大家合影留念。 张又侠陪同接见。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 上接

A02

）

会议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推动民生实事、重大民生工程落地落

实放在突出位置，作为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的重要举

措，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主

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要用心用

情全面完成今年十件民生实事，加快补

齐群众高度关注的教育、医疗、住房、养

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短板弱项，让群

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扎实做好广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营商

环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努力与

深圳形成各展所长、 各具特色， 相互

呼应、 双壁辉映的发展新格局。

越秀区、 市发展改革委等 6 个单

位负责人在结业式上作了学习交流发

言。 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领导同志， 各区党委、 人大常

委会、 政府、 政协主要负责同志， 市

局以上单位及市管企业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

广州市正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专题研讨班结业

基金会与清华大学主办的保尔森可持

续发展奖，备受关注并吸引广州创新型

企业申报。 广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持续美化环境，探索用新技术、新理

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希望与保尔森基金

会等机构深化交流合作，并期待基金会

为广州发展建言献策。

琳·斯嘉丽表示， 广州在可持续发

展上作出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保尔森

基金会愿与广州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可

持续发展。

温国辉会见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评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