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陈斌 版式编辑曹雪原 图片总监廖华云小雨 最高温度：20℃ 最低温度：14℃康定地区天气预报 康巴传媒网：http://www.kbcmvv.com 投稿邮箱：gzrb@gzznews.com 新闻监督和读者评报热线0836-2835060

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农历戊戌年五月十四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18 邮发代号61-66 ※第12364期 今日8版 ※社长洼西彭错 值班副总编辑 周华

05版

今日特别看点

教师夜校大练兵

“群众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03版

四川日报讯 6月25日，四川省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在成都召开，会议贯
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
策部署，认真总结近年来我省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分析我省面临的
形势，全面部署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八大战役”以及落实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
部署。省委书记彭清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以最
大的决心肩负起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使命，
以最坚决的态度狠抓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巴蜀大地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奋力

谱写美丽中国的四川篇章。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会议，

省政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邓小
刚出席会议。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绿色
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组成部分，采
取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重
大举措，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
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对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
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
指引和根本遵循。

彭清华指出，四川是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巴山蜀水的秀美风
光，更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
近年来，省委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始
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摆在事关全局的重要位置来抓，突
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扎实
抓好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着力提升
环境治理能力，各个方面取得了新的
成绩。同时也要看到，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还面临产业结
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区域性流域性
污染较重、治理能力保障支撑不足，以
及少数领导干部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
牢等矛盾和问题。

彭清华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四川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紧转第二版）

彭清华在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奋力谱写美丽中国的四川篇章

尹力主持柯尊平邓小刚出席

甘孜日报讯 6 月 25 日，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系
列重要批示精神，以及中央政法
委、省委政法委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精神，进一步深化全州政法
系统“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着力提高新时期藏区政法
工作能力和水平，全州政法领导
干部政治建设专题培训班在康
定开班。

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罗振
华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州

政府副州长、公安局长高展主持开
班仪式。州级政法系统各部门领导
班子成员和县（市）政法系统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罗振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其
中、指导政法实践的政法思想是各
级政法系统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内
容涵盖政法工作的方方面面，必须
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全国
和甘孜的维度，从顺应时代、呼应
政法、响应甘孜的角度，深刻领会、
认真贯彻。 (下转第二版)

提升新时代藏区
政法工作能力和水平
全州政法领导干部政治建设专题

培训班在康开班

甘孜日报讯 6 月 20 日至 24
日，省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
考评组组长甘映平率省级考评组
一行，到我州考评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州创建工作，在召开的省级
考评汇报会上，对我州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工作成效予以
肯定。

按照国家民委有关创建的标
准，考评组一行分别对州创建办、
州公安局、康定中学、州医院和稻
城、理塘、雅江、道孚、炉霍、甘孜、
德格、康定等8个县（市）以及亚丁
景区管理局的30多个单位进行实
地考核，通过听取汇报、交流座
谈、查阅创建台账资料、调查问

卷、满意度测评、随机抽查、暗访
等多种形式，并结合平常工作中
所了解掌握的情况，对全州开展
创建活动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了解和考核。

考评组听取了我州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工作情况汇
报。甘映平在肯定我州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取得的成效时指出，甘
孜州在抓创建工作中加强领导，
高位推动，注重创建工作责任制；
特色鲜明，氛围浓厚，注重创建工
作法治宣传；创新载体，紧密结
合，注重创建工作深入持久；以法
管理，引导适宜，注重创建工作依
法治理；加强督查，(紧转第二版)

提高思想站位
夯实创建基础

省考评组到我州考评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州创建工作

甘孜日报讯 6 月 26 日上午，州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30 余家成员单
位，在康定情歌广场举行以宣传贯彻

《禁毒法》为主线、以“健康人生·绿色无
毒·乐享甘孜”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
动。当天，我州各县（市）按照《全州“禁
毒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也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在康定情歌广场，州禁毒委员会各

成员单位通过向过往市民发放禁毒宣
传资料、展示毒品样本及现场讲解禁毒
知识等形式，广泛宣传《禁毒法》相关知
识，让广大群众知晓毒品种类，了解毒
品危害，提高拒毒防毒意识。

在下午召开的州公安局“夏安”行动
禁毒联动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记者了解
到，今年以来，全州禁毒部门坚持“全力
打击毒品犯罪，有效遏制毒情蔓延”总体

思路，总结固化“整体经营、统一研判、分
段收网、精准打击”的毒品案件技战法，
健全完善了以“大要案件侦办为统领、制
毒案件为重点、零包贩毒案件为切入点、
涉毒情报综合研判为支撑”的案件侦办
体系，不仅在打击人头、缴获毒品数上取
得战果，更在切断通道、摧毁网络、打掉
团伙、捣毁窝点等方面取得了实效。截至
6 月 20 日，全州侦破涉毒刑事案件 1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人，缴获冰毒
102.42克，海洛因1.4克。

州禁毒支队负责人表示，在下一步
工作中，我州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禁毒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继续深入贯彻
国家、省、州禁毒委相关文件精神，始终
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拓宽工
作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全面推进我州
禁毒各项工作。 记者 张嗥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乐享甘孜
我州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据新华社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6 月 25 日给新近入党的电
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勉励
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
工作者作表率。

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你在耄
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
自己的夙愿，我为此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你把党当作母
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60
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心一
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守令
人感动。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写信勉励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

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据新华社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6 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到会祝贺，王沪宁代表党中央
致词。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
标，后幕正中悬挂的团徽熠熠生辉，
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
上悬挂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
青春篇章！”巨型横幅。1500多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团十八大代表，肩负着
8100多万共青团员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 9 时 30 分，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

步入会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贺军

科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国
歌、团歌。

随后，10 名少先队员向大会献
词。他们有的来自革命老区，有的来
自民族地区，有的是勤学孝老的好榜
样，有的是热心公益环保的好少年。
少先队员响亮的声音表达了对美好
未来的期待，展现了立志全面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准备的决心。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
《乘新时代东风 放飞青春梦想》的致
词。王沪宁首先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向全国各族青年、全体共青
团员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诚挚
的问候。

王沪宁在致词中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
十七大以来，共青团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进共
青团改革，狠抓从严治团，各项工作实
现新发展，团干部团员面貌呈现新气
象。广大青年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展现出当代青
年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勇于创造的
生机活力、甘于奉献的优良品格、自信
开放的国际形象。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
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实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当代青年
重任在肩。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始终坚定理想信
念，着力锤炼高尚品格，不断增长能
力才干，永远保持奋斗精神，勇于投
身创新创造，（紧转第二版）

共青团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我州召开脱贫攻坚领导小组2018年第6次会议
刘成鸣出席并讲话肖友才主持

甘孜日报讯 6 月 26 日上午，全州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2018年第6次会议
在康定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和李克强总理对脱贫攻坚重要指示和
批示精神，以及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全州上
半年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安排部署
下步脱贫攻坚工作。州委书记刘成鸣出
席会议并讲话，州委副书记、州长肖友
才主持会议。州委副书记李江出席。

刘成鸣在听取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
汇报后指出，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把脱贫攻
坚工作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
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念兹在兹、唯此为
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好”目标
要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级各部
门各领域攻坚深度贫困各项工作氛围不
断浓厚、推进不断深入，基础设施建设顺利
推进，各项扶贫政策落实力度加大，“润育
工程”不断深入人心，群众“感党恩、爱祖
国、守法制、奔小康”的意识不断增强，产业
扶贫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但仍
存在部分扶贫项目前期工作滞后、项目推
进滞后、项目推进不平衡、部分地区群众内
生动力仍然不足、扶贫领域防风险意识不
强等问题。

刘成鸣强调，脱贫攻坚工作是当前
的头等大事，全州上下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引，
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二要树牢目标
意识，准确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形
势。要聚焦年度摘帽目标任务，贯彻落实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既不急躁蛮
干,也不消极拖延,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
高胃口,确保焦点不散、靶心不变。要结合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指导意见，逐村
编制今后三年扶贫项目清单。要加快进度
主动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施策，长短结合
综合施策，扶到点子上、扶到根子上，确保
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目标。三要坚持问题导
向，切实做好扶贫领域存在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的查处和整改。要针对扶贫领域存在
的突出问题及时整改，特别是对脱贫质量
不高、帮扶工作不实、帮扶举措不够精准、
扶贫资金监管不力等问题要逐个清查，找
不足、补短板。要落实“清单制+责任制”，
对扶贫领域苗头性倾向性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的查处，做到零容忍、无死角。四要紧
扣产业增收，尽快启动我州高原特色农牧
业产业发展规划。要在推进精准扶贫的同
时，注重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注重与我州

经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注重将外部帮扶
力量与激发自身内生动力相结合，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特色产业、生态经济，为脱贫
攻坚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注重因地制宜、
找准路子，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发动群
众、授人以渔，对接市场、企业带动，政府
引领、政策支持。五要聚焦重点难点，突出
抓好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要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突出住房、就业、
基础设施、教育、健康、生态扶贫攻坚，坚
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确保帮扶成效最大
限度惠及广大贫困群众。六要优化攻坚力
量，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深度贫困脱贫攻坚
堡垒。要强化驻村帮扶工作队的人员选
派、管理、激励，让一线的同志有想头有奔
头有干头。七要抓实人员统筹，充分利用
好对口帮扶力量。要通过省内外对口帮
扶，不仅在项目上资金上得到帮助，更要
在理念更新上得到帮助。八要压实攻坚责

任，织牢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责任体
系。要以“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为
契机，多到脱贫攻坚一线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要清单制推进，倒逼责任落实。九要
强化督查问责，将考核监督、执纪问责贯
穿到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实行
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
确保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要量
化考核标准，创新督查考核机制，坚持以
督查、检查、抽查为抓手，加强脱贫攻坚督
查考核工作。

会议审议了《甘孜州脱贫攻坚驻村
工作队管理办法》、《甘孜州关于聚焦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加强州、县（市）两级
扶贫干部大轮训实施方案（2018——
2020年）》。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长，州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州审计局负
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杨杰 文/图

脱贫攻坚工作是当前的头
等大事，全州上下要提高政治
站位，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
思想为指引，切实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

图为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