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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7℃～8℃，明晨最低气温1℃～2℃。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1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
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日至19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
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在党内外
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
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
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
中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

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
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
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在
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坚
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
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
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
政治和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
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
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定
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
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定了
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
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
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
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
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
础、强大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
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
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举措。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
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党
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
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
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
就新经验新要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下原
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
法按照程序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
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
护；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
原则，做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
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
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记者龚洁

萧山，江南水乡。蜿蜒的水系，如同血
脉贯通每一片萧然大地，映照出萧山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坚定决心。

萧山，绿意盎然。绵延的山脉，如同筋
骨连起都市、城镇和农村，见证了萧山化

“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如今的萧山，更是朝着天更蓝、地更

净、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城乡更美丽的目
标不断迈进，区委十五届三次全会再次为

“生态”振臂高呼：铁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宁静和谐美丽萧山。

“美丽萧山”，我们大步前行！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河流是城市流动的“血液”，更是城市
历史的见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萧山率先迈向工业化。
仅衙前这个工业重镇，就聚集了以纺织为主的
650余家企业，涌入近5万外来务工人员，是本
地人口的两倍。地少人多，企业厂房、职工食
堂、员工宿舍、出租房在河边比比皆是，直排的
生活污水，让萧绍运河水日渐变色。

作为我区唯一省控断面，衙前深感剿
劣任务重，压力大。自全区剿灭劣Ⅴ类水
工作启动以来，衙前围绕“三清一配”，扎实
推进剿劣各项工作，细化出台官河衙前段
沿线拆违一期、二期治理计划，成立15支
剿劣拆违工作组，做好沿河拆违农户、企业
的宣传、解释工作，倒排时间，任务到人。

“红灯笼，乌篷船，一湾碧水绕沃土。”
如今，再到衙前，河道及沿岸环境得到很大
改观，河道重现了美丽的江南水乡风貌。

在市民的美好蓝图中，不仅要清清的
河水，还要蓝蓝的天空。“打好蓝天保卫战，
纵深推进‘五气共治’，力争大气质量和优
良天数有新提高，群众有更多蓝天获得
感。”这是环保局对百姓的承诺，也是新一

年工作的动力。
同时，我区将实施“垃圾革命”，加快推

进临江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着力提升垃
圾焚烧处置能力，打好垃圾“三化四分”处
置攻坚战，实现垃圾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进行“厕所革命”，提升建设管理的规范化、
人性化水平。

加快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2017年1月起，我区21个镇街陆续进
入“变脸”时间：从清理“蜘蛛网”、改造立
面、挖掘文化“灵魂”等多方面，开展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

河上镇井泉街历经百年风霜的洗礼之
后，在一年时间中“脱胎换骨”。通过立面
整治、墙体修复、旧瓦换新瓦、青石板铺地
等，让井泉街重新焕发活力。这里致力于
还原百年老街古韵风貌，重现百年前繁华
盛景，连通文化旅游资源，引入民宿、咖啡
馆和非遗手工艺等高规格新业态，使综合
整治成为造福于民的实事工程。

其实，改变何止在2017年。
“五水共治”——以治水为突破口倒逼

转型升级，彻底和“黑河”“臭河”“垃圾河”
说再见；“三改一拆”——改造旧住宅区、旧
厂区、城中村和拆除违法建筑；“四边三
化”——对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进行
洁化、绿化、美化……

这样的改变还将继续——深入推进
“三改一拆”，做到河道两岸15米范围内违
建、“四边三化”“两路两侧”违建、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及美丽乡村建设涉及违建和12
大整治行业“散乱污”企业违建等“五个必

拆”。按照“一镇一品、打造精品”的要求，
深入细致做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力争剩余10个镇街全部通过省级验收。

构建最美南花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在萧山
百姓心中生根，并引领他们创造新生活
——在戴村，一条生态林道和一条国家健
身步道将该镇的竹海森林、绵绵群山以及
厚重的人文历史串联起来。依托这两条绿
色长廊，戴村积极组织山地越野、半程马拉
松、自行车骑行等大型赛事，尽情展现沿途
生态之美，擦亮“生态戴村”金名片。

串起整个南片发展的浦阳江治理工
程，更是改变以往单一的堤塘建设，转
变为集水利建设、旅游发展、生态环境
于一体的综合治理工程。通过实施浦
阳江治理，进一步打通钱塘江、浦阳江、
富春江、湘湖水上旅游通道，形成“浦阳
江—钱塘江—湘湖—大运河”黄金旅游
线，构建水陆双行旅游景观。

今年起，萧山的乡村也更有了盼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萧山五年行
动计划正式启动，我区将以美丽乡村提升
为载体，加快A级景区村庄创建，持续改
善农村环境，努力实现“村村是景、镇镇是
景”。同时，加快发展集科研、种植、休闲、
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筹建农产品加工
航母级企业，逐步实现“产区变景区、田园
变公园、产品变名品”，全力打造“城市栖
息地、杭州南花园”。

在萧山的蓝图上，绿色，是永恒的底色。
而现在，这抹底色，已是更加浓墨重彩。

铁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宁静和谐美丽萧山
——“2018 我们怎么干”系列报道之三

▉首席记者周喆通讯员王士诚

本报讯 污泥焚烧产生的热量
用来发电，在萧山已经成为现实。
近日，我区4000吨/日污泥处理项目
1号机组顺利实现一次并网成功，机
组各系统参数正常，主辅设备运行
稳定。1号机组投产并网，意味着污
泥焚烧产生的电量顺利并入国家电
网，污泥真正“变废为宝”。

4000吨/日污泥处理工程，是目
前正在建设的全国最大污泥处理项
目，是杭州萧山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转型发展环保领域的首个重点项
目。项目总投资4.7亿元，建设内容
包括一套4000吨/日（含水率 80%）
深度脱水系统、3条600吨/日循环
流化床干化污泥（含水率45%以下）
焚烧生产线，配置2台15MW汽轮
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烟气净化系
统等。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杭
州区域范围内污泥处置难题，妥善

解决污泥增加带来的环境问题，促
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该项目应用了污泥发电技术，
采用目前先进的“深度脱水+焚烧
发电+烟气处理”工艺路线，将脱水
后的污泥进行焚烧，产生的热能用
于发电。采用国内先进的净化系统
对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进行处
理，实现污泥处理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利用。如今，污泥已进入生
产线，通过干化焚烧源源不断产生
电能，原先的生产废物变成了绿色
电能。

为推动项目投产，萧山环境集
团群策群力，组建一支精兵强将团
队，倒排时间节点，奋战 700 多个
日日夜夜，终于实现项目投产。目
前，萧山环境集团按调试方案稳步
有序做好后续各项工作，在保障1
号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加
快推进 4000 吨/日污泥处理项目
全面建成投产。

萧山污泥焚烧“变废为宝”

海关总署12日发布数据显示，
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7.79 万 亿 元 ，比 2016 年 增 长
14.2%，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
局面。外贸回稳向好的基础不断巩
固，发展潜力正逐步释放。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12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17
年，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国内经济稳
中向好，推动了我国全年外贸进出口

持续增长。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
增长10.8%；进口12.46万亿元，增长
18.7%；贸易顺差2.87万亿元，收窄
14.2%。

分季度来看，我国进出口值呈
现逐季提升态势，一至四季度分别
为6.17万亿元、6.91万亿元、7.17万
亿元和7.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3%、17.2%、11.9%和8.6%。

据新华社

去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扭转连续两年下降局面

党湾镇党山湾亲水栈道工程日前建成开放，栈道全长280米，总投资200多万元，已成为一道亮丽的
沙地河道景观和当地群众休闲散步的好地方。 记者唐柯通讯员王啸虎摄河岸变身亲水栈道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昨天早晨起来，你有没
有感觉“冻手冻脚”？受冷空气补充
和晴空辐射共同影响，昨晨气温偏
低，城区早晨最低气温-2.5℃，戴村
镇骆家舍村更是达到-6.3℃，创入冬
以来新低。

在冷空气影响下，不少家住南
片山区的小伙伴们发现室外的水缸
里、家门前的池塘边都结了冰，纷纷
拍下这美丽“冻”人的画面。因为结
冰，它是衡量“冬天冷不冷”的一个
标志，也能给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
添一点小乐趣、小话题。

好在昨天白天阳光明媚，驱散
了一丝寒意，不过走在室外，寒风阵
阵，人体感觉还是挺冷的。有小伙
伴会问：“冷空气10日来的，为啥昨
天最冷？”区气象台说，一般情况下，
冷空气影响的当天，不是气温最低

的时段。冷空气影响后，如果当晚
风平浪静，晴空辐射降温，第二天早
晨就会出现气温的最低点。10日
夜里北方冷空气南下，一直吹北风，
导致辐射降温幅度不大，11日气温
才没那么低。冷空气的尾巴11日
白天依然影响着我区，而晚上又风
平浪静，夜晚的晴空辐射降温幅度
比10日厉害，加上11日白天气温
不高，所以最低气温出现在了昨天
早晨。

那什么时候能回暖呢？区气象
台预计，今天天气依然晴好，早晨将
继续走高冷路线，最低气温在-3℃
到-2℃，有冰冻，小伙伴们要继续做
好防冻保暖工作。明天起，回暖的
小火车重新发车，最低气温会回到
0℃以上，15日起暖湿气流加强，最
高气温会回升至16-17℃，不过16
日起，雨水天气又会频繁起来，大家
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衣着。

萧山昨零下6度 入冬来最低
明起气温将开始回暖

“吃”进肮脏污泥 “吐”出绿色电能

干好一三五 备战亚运会
贯彻区委十五届三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