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泽）4月25日晚，出版传媒公司组织召开全体职工
大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三峡集团党
组扩大会议精神和《关于迅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
峡工程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和宣传工作安
排。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李磊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李先富，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郑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房靖恒，副总
经理徐祖苗出席会议并分别就做好近期三峡集团自办媒体新闻宣传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

会上，李磊带领公司全体职工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并组织干部职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公司全体职工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
程的重大意义。今年是孙中山先生提出兴建三峡大坝 100 周年、毛
泽东同志视察三峡坝址 6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三峡工程 175 米
试验性蓄水 10 周年、共抓长江大保护进入攻坚期、三峡工程即将整
体竣工验收的重要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峡工程考察，充分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峡集团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大力支持、殷
切期望，是三峡工程百年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高度评价三峡工程重大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是对几代三峡人、几十万三峡工程建设者、百万三峡工程
移民和数以万计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褒奖和最大鼓舞。

会议要求，公司全体职工要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三峡工程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和头
等大事来抓，要先学一步，力求学深一些，要学原文、谈感想、说体会、提
举措、见行动，为做好三峡集团自办媒体新闻宣传工作打好思想基础。

会议强调，公司全体职工要按照三峡集团党组部署，振奋精神、立即
行动，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加强新闻宣传可视化产品生产，严格落实审核
把关责任制，全力以赴做好三峡集团学习传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新闻宣传报道工作。三峡集团官方网站、中国三峡工程报、
中国三峡杂志、“两微一端”等媒体平台要开辟专栏，深度解读好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重要讲话精神，全媒体宣传报道好三峡集团党组、
各部门各单位和国内外各基层单位学习贯彻动态，在三峡集团迅速营造
学习传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讯（特约记者 董琳 通讯员 张艳平）4
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并发
表重要讲话。4月25日上午，长江电力召开干
部大会，迅速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
重要讲话精神和三峡集团党组扩大会议精神，
并就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会议由
长江电力党委书记陈国庆主持，公司领导和全
体干部参加会议。

陈国庆在会上指出，习总书记在百忙中考察
三峡工程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三峡工程的重视信任和关心厚爱，是三峡工程百
年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事件。习总书记肯定
了三峡工程作为“大国重器”的历史地位和重大
作用，高度评价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
成就，给我们带来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值得每一
位三峡人铭记。陈国庆强调，习总书记的讲话为
新时代三峡集团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新方向，长江
电力作为三峡集团的旗舰企业，理应在未来的工
作中承担更大的使命和责任。

就下一步工作安排，陈国庆要求，长江电力
全体干部职工要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
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一是立
即行动、周密安排，迅速形成学习宣传贯彻热
潮，把学习宣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到实处。二是在“共抓长江大保护”工作
中发挥骨干作用，积极助力三峡集团实现从“建
设三峡、开发长江”到“管理三峡、保护长江”的
重大转变，做好新时代下的工作思考和策划工作。三是做好三峡坝区
后续规划工作，科学高效利用好三峡坝区资源，把三峡坝区打造成生
态、绿色、智慧能源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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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集团流域枢纽管理局

出版传媒公司

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
——三峡集团员工亲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侧记

□ 本报记者 韩承臻 文/图

（上接一版）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5个关系。
第一，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

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优先。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
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实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程。要坚持整
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要坚持
重点突破，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
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第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
展新路子。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
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
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第三，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做好顶层设计，以钉
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抓成效。要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贯彻落实，结
合实施情况及国内外发展环境新变化，组织开展《规划纲要》中期评估，按照新形势
新要求调整完善规划内容。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稳扎稳
打，分步推进。

第四，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积
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
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第五，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
的高效经济体。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等多个方面，要运
用系统论的方法，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区、每个
城市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
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

习近平强调，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总体部署和工作安排，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力量，强化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工作抓实抓好，为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而共同奋斗。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
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大意义，强化共抓大保护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要突出工作重点，以持续改善长江水质为中心，扎实推进水污染治理、
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要加强系统治理，加强入河排污口监测体系建
设，联动实施断面水质监测预警，强化共抓大保护的整体性。要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区
域协商合作机制作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强化共抓大保护的协同性。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负责同
志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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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
“总书记和我握手啦！”
热潮在三峡集团员工中涌动。
4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峡枢纽工程考察调研。许多在三峡工程运行管

理等不同岗位上的三峡集团员工，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感受了人民领袖对三峡工程、三
峡集团和三峡建设者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清洁能源集团，齐心共圆中国梦。

总书记称赞我们把珍稀植物保护得好

嘉木欣欣、绿草茵茵，巍巍大坝，碧波万顷。
曾经塔吊林立、机器轰鸣的三峡坝区，如今生态优美、草木葱茏，不仅坝区生态得

到全部修复，而且这里已形成全国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
“怎么也没想到，总书记会来到我们这里！”4月25日，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科研人

员黄桂云回想起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情形，仍然激动不已。
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三峡大坝左侧的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科研示范区，

听取关于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坝区生态修复等情况汇报，并亲手为一株刚刚种下的楠
木培土浇水。

树虽普通，然而对黄桂云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她告诉记者：“这棵楠木2008年从三峡库区迁地保护而来，在植物所养护了十年，

4月23日，我像嫁‘女儿’一样将这棵楠木从植物所一路护送到科研示范区，也有同事
和我开玩笑说‘你的宝贝终于嫁了个好人家’。幸运的是，24日，总书记亲手为它培
土、浇水，我相信她会茁壮成长。”

三峡水库边，这棵楠木挺拔茁壮，它的四周花木繁茂，郁郁葱葱，与巍峨的银色大
坝遥相呼应，形成欣欣向荣的新景观。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和黄桂云握手。
“总书记问我是做植物保护的吗？”黄桂云没有想到，自己平凡的工作竟然也受到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她激动而肯定地回答：“是的”。
黄桂云简要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保护得当，三峡水库蓄水受

影响的560种陆生植物全部得到保护，无一灭绝。到‘十三五’末，我们保护品种将扩
大到1000种。通过克隆技术等创新手段，我们已繁育珙桐等珍稀植物苗木3.3万株，
每年10个品种被还植到长江两岸原生地……了解到这些情况，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高
兴，说三峡坝区风景如画，称赞我们把珍稀植物保护得好。习近平总书记说：‘你们的
工作非常有意义，感谢你们！’”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和鼓励让黄桂云和在场人员备受鼓舞。黄桂云说：“总书记
对我们工作给予的充分肯定，极大地振奋了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士气，我们会一如既往
地克难攻坚，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这片绿覆盖长江两岸。”

让大国重器更好发挥作用

防洪是三峡工程的首要功能。三峡
工程护佑了长江安澜，其在长江防洪体
系中的关键性骨干作用得到实践的充分
检验。2003 年至 2017 年，三峡工程累
计拦洪削峰 44 次，总蓄洪量达到 1322
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多洞庭湖的水量。

通航也是三峡工程重要功能。三峡
升船机是三峡工程的永久通航设施之
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垂直升船机，被
形象地称为“船舶电梯”。三峡升船机技
术和施工难度都是世界之最，它的成功
建设极大提升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科技
实力。

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峡升船

机运行调试现场时，三峡集团流域枢纽管理局工程技术人员曹毅正在紧张工作。
他回忆说，习近平总书记首先观看了升船机工程介绍片，了解了三峡升船机运行

原理，并实地察看了升船机运行情况。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注视下，这个提升总重量达15500吨的“巨大电梯”，仅用十分

钟左右的时间就把巨大的承船厢提升近百米，稳稳地将3000吨级的轮船托举到大坝
上游江面。

曹毅说：“看到三峡升船机运行平稳，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高兴。他很关心三峡升船
机的安全性和技术创新等情况，不时提出相关问题。”

作为升船机运行的现场调度人员，曹毅已经无数次调度升船机的运行，这次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注视下开展工作，“我们是既兴奋、又紧张，更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
曹毅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总书记亲临三峡工程，
这既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要加倍努力，让三峡工程这个大国重器
更好发挥作用，更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

把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发挥得更好

“昨天我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天，激动的心情一直延续到现在。”25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三峡电厂运行部主任李利华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峡电站中央控制室，考察三峡电站运行情况。李利华
等四位工作人员正好当值。

“总书记一进来就和我们运行值班
人员一一握手，他非常平易近人，让我们
感到温暖亲切。更幸运的是，我有机会
向总书记汇报三峡电站的运行情况。”李
利华说。

中央控制室，是整个三峡工程的核心
部位，所有发电机组、泄洪闸门等设备设施
都在这里进行控制。三峡人始终牢记肩负
的重大责任，如履薄冰、兢兢业业。投产
15 年来，三峡枢纽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
行，进行了26000多次开停机，4400多次
闸门启闭，以及其他操作，共计 413 万多
项，无一差错，运行管理的关键指标都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听了我们的汇报，总书记
很高兴，不时表示赞许，并语重心长地嘱
咐：安全责任重大。”李利华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让李利华和在
场的值班人员备受鼓舞，同时也感到自己
在三峡工程这个大国重器工作所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
倍努力，以更高的标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李利华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峡电厂考察时，长江电力副总经理、三峡电厂厂长王宏也在现
场。他说：“总书记专程到我们中控室进行了考察调研，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备受
鼓舞，总书记的到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三峡工程作为大国重器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要
时刻牢记三峡工程关系到长江防洪、航运和电网安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继
续奋斗，把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发挥得更好。”

三峡工程百年历史上的里程碑

2018年对于三峡工程和三峡集团有着特殊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之际，正值孙中山先生提出兴建三峡大坝一百年、毛

泽东同志视察三峡六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十年、共抓长
江大保护进入攻坚期、三峡工程即将整体竣工验收的重要历史时刻。

24日，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卢纯在当天晚上迅即召开集团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学习体会，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卢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峡工程考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三
峡集团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大力支持、殷切期望，是三峡工程百年历史上的里
程碑式事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高度评价三
峡工程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对几代三峡人、几十万三峡工程建设者、百万
三峡工程移民和数以万计科技工作者的最
高褒奖和最大鼓舞。

卢纯强调，三峡集团全体干部职工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的热潮，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
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奋斗精神，为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清洁能源集团
而不懈奋斗。

百年三峡梦，今朝梦已圆。
全体三峡人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永不懈怠、砥砺奋斗，绘就新三峡梦的壮
美蓝图，齐心共圆中国梦！

黄桂云向大家介绍总书记给这棵楠木树培土时的情景（拼版照片）

曹毅讲述总书记在升船机查看时的情景

李利华回忆总书记来到中央控制室
的情景

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长江电力

本报讯（通讯员 蔡小龙）4月26日，三峡
集团流域枢纽管理局召开党委中心组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工程讲话精神、
三峡集团党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情
况，有关同志汇报了流域枢纽管理局在本次接
待活动中的工作情况，会议安排部署了下阶段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各项工
作。会议由流域枢纽管理局党委书记孙长平主
持，流域枢纽管理局党委委员、各支部书记、部
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孙长平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
体现了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峡工程
以及三峡集团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期
望，总书记对三峡工程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的高度评价，是对我们全体三峡建设者的
莫大鼓舞和激励。全局广大干部职工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
和头等大事来抓，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讲话精神的热潮，进一步将全体干部职工的思
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孙长平要求，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在原
有工作的基础上以更高的标准、更宽的视野、
更新的思想、更实的作风重新审视和研究各项
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水平，认真思考和谋划下
一阶段工作。一是不断深化流域联合调度，服
务好三峡集团在保护长江中发挥骨干主力作
用；二是进一步运行好、管理好三峡船闸、升船
机等大国重器；三是不断深化创新能力引领，
充分发挥科研机构的创新作用；四是不断优化
完善三峡坝区规划，系统研究三峡坝区环境整
体提档升级措施，打造智慧、和谐、美丽坝区；
五是继续坚持共享发展理念，认真履行社会责
任；六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上，流域枢纽管理局枢纽运行部曹毅、长
江珍稀植物研究所黄桂云分享了与习总书记互
动的感受和体会。流域枢纽管理局局长张曙
光，纪委书记艾友忠，副局长黄爱国，总工程师
郭棉明分别交流了心得体会。

三峡小微视频
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