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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4月28
日下午，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暨落
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整改谈话会召
开，传达学习中央扫黑除恶第19督
导组督导贵州省第二次对接会和全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八
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市委书记
曾永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央督导组下
沉督导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
步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硬仗。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训华，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
彤，市委常委、普定县委书记徐德

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
委政法委书记张本强，市委常委、市
委组织部部长黄家忠，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杨茁，市法院院长，市检察
院检察长出席会议。

曾永涛指出，自2018年1月23
日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
恶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
工作要求，始终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坚持高
位推进，精心组织谋划，凝聚全市力量
推进扫黑除恶各项工作，不断形成和
巩固了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还存在思想认识还不够深刻、依
法严惩还不够精准等问题。

曾永涛强调，全市上下要进一
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提
高对专项斗争的认识，坚决扛起督
导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要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督导组要求，在全
面纵深推进专项斗争上再发力，在
重点地区整治工作力度上再加强，
在重点领域工作力度再加大，在新
型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上再
精准，在依法打击能力上再提升，确
保中央督导组反馈问题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条条见成效。

曾永涛强调，要压紧压实领导
干部和部门单位责任，进一步加强
行业综合整治力度，加强部门协作

配合力度，统一执法办案思想，加强
“打伞破网”工作，加强“打财断血”
工作，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
更大成效。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
组织领导，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要进一步强化基层第一书记
和驻村干部作用，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统筹联动和宣传发动，充实工作
力量配备，不断振奋精神、齐心协
力、攻坚克难，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硬仗。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扫黑办
主任、副主任；各县（区）党委（工委）
和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及党
委（工委）政法委书记（政法群工部
主任）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徐芹） 日前，记者从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根据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第一季度全省环境空气质量通
报》，今年一季度，我市无污染天气发生，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100%，与去年同
比上升3.6个百分点，位列全省九个地州
市第一位。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率为100%，与去年同比上升10个百分
点，位列全省九个中心城市第一位。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一季度市生
态环境局重点整治了化工、工业涂装、
包装印刷等 VOCS 排放重点行业，多
次开展污染排查、执法专项行动。全
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871 人次，检查企
业334家次，下达执法文书45份，立案
查处企业 7 家，罚款金额 65.29 万元。
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有序推
进“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依法严肃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进一步推进燃煤
锅炉淘汰升级，划定高污染燃料限燃、
禁燃区，加强散煤燃烧管控。目前各
县（区）均完成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
划定，中心城区已完成每小时20蒸吨
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禁止新建每

小时 7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为严查
黑烟车，市生态环境局在中心城区建
设了4套机动车（柴油车）遥感监测监
控系统，总投资近190万元，分别设置
在两所屯花园村、两六路蔡官路、白马
寨、市府路，该系统配备不透光度遥感
仪、高清摄像机，利用光电、图像视频
和模式识别等技术，识别并抓拍道路
行驶的黑烟车，实现对柴油车的全天
候无人监控并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有
效进行路面监管。对市中心城区建筑
工地、道路扬尘及砂石矿山、10个重点
秸秆禁烧乡镇开展无人机巡查。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深入实施《安顺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开展重点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施工
矿山道路运输扬尘综合整治等。全力抓
好秸秆禁烧工作，切实做到监督巡查全
覆盖，严防死守，看死盯牢，保持严管严
禁高压态势。继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
平，促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良性循环，
确保实现污染物浓度和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率双达标。

一季度我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全省第一
空气质量优良率为100% 同比上升3.6个百分点

曾永涛在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 落 实 中 央 扫 黑 除 恶 督 导 整 改 谈 话 会 上 强 调

振奋精神 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硬仗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 韩洁 魏梦
佳 侯雪静）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北京延庆
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
重要讲话，强调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
昭示着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
园。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
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月底的北京，万物复苏，芳菲满目。雄伟
的长城脚下，美丽的妫水河畔，作为开幕式主会
场的妫汭剧场，宛若一只展翅的彩蝶。

晚8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刚刚参加
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捷克
总统泽曼、吉布提总统盖莱、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柬埔寨首相洪森、缅甸国务资政昂山
素季、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日本首相特别代表二阶俊博等外方领导
人夫妇共同步入会场。

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伴随雄壮的乐曲声，国际展览局局
旗、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会旗、北京世园会会旗
依次升起。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
各位嘉宾。习近平指出，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
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
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
一的崇高追求。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
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
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强调，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
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杀鸡取卵、竭泽而
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
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
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无序
开发、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
复；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
的慷慨回报。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

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
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第二，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荣。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
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我们
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文
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倡导尊
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形成深刻的
人文情怀。

第四，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神。生态
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
兼顾，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生态治理，道
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
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第五，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对。面对
生态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
同体。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
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让绿色发
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昨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幕。共建“一带一路”就是
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
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从自
己、从现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

习近平宣布，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开幕。

剧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舞台
上，志愿者们挥舞参展国国旗和参展组织旗帜，

将舞台装扮成色彩绚烂的海洋。
开幕式上，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奥斯特罗姆分别致
辞。他们盛赞中国是绿色发展的典范，高度评
价中国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他们感谢中国政府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世园会，表示相信北京世园会将极大地弘扬
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
绿色遗产。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嘉宾共同观
看了以“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文艺晚会。

演出在童声合唱《心底的天籁》中拉开序
幕，孩子们动听的歌声和深情的朗诵，邀约大
家携手播撒爱与希望。动听的钢琴演奏和灵
动的芭蕾舞表演，共同演绎了春夏秋冬绮丽的
田园。《东方的墨韵》以中国民族乐器演奏，呈
现了一幅雅致唯美的月夜画卷。探戈、踢踏、

非洲鼓舞和中国扇子舞《彩翼的国度》，跳出世
界各国人民的欢乐和喜悦。歌曲《月影的深
情》演绎了一幅镜花水月、空灵梦幻的唯美画
境。中国古典舞《彩蝶的虹桥》，以翩翩起舞的
蝴蝶展现了大自然的五彩斑斓。各国模特身
着参展国名花图案服饰，用花语共叙友谊。主
题曲《美丽的家园》唱出对家园的赞美、对自然
的热爱、对未来的希冀、对绿色的承诺。精彩
的演出，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在绚丽的焰
火表演中落下帷幕。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蔡奇、王毅、赵克
志等出席上述活动。

胡春华主持开幕式。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

2019年4月29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延庆举行，
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题。共有约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
——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9年4月28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夫人，
尊敬的国际展览局秘书长和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
尊敬的各国使节，各位国际组织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四月的北京，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在雄伟的长城脚下、
美丽的妫水河畔，共同拉开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大幕。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

的名义，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
支持和参与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
的感谢！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
题，旨在倡导人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追求美好生活。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同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交相辉
映。我希望，这片园区所阐释的绿色发展理念能传导至
世界各个角落。

（下转2版）

习近平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宣布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强调各方要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4月28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北京延庆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