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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联播》连日来，25个中央指导组和18个中管
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指导组进驻所指导地区、部门、
单位开展首轮指导工作。中央指导组承担着传达贯彻党中央
精神、了解掌握进展情况、推动落实重点任务、督促解决突出问
题等重要职责，以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各中央指导组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认真贯彻“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要求，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
指导工作全过程，转化为开展指导工作的具体安排和举措，确
保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落实到位，使每一个党的组织都行动
起来、让每一个党的细胞都活跃起来。

在指导工作中，各中央指导组注重推动深化党的创新理论
学习、抓好党史专题学习专题培训，通过列席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读书班、专题党课等方式，指导推动党员
干部感悟思想伟力、强化理论武装。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各中央指导组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通过随机抽查、实地调研、座谈访谈等方式深入基层
一线，与党员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开展情况，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全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目前，广
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热情参与，党史学习教育势头良好、特色
鲜明、氛围浓厚。

长江日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费志清）7月10日，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胡立山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的
人事处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与支部党员们
一起，交流学习体会，查找差距不足，明确整改措施。

组织生活会上，大家逐一发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胡立山认真听取每位党员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探讨。

胡立山在交流学习体会时说，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势恢宏、激荡人心，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学习百年党史，重温光
辉历程，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胡立山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
我市人大工作，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厚植为民情怀，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依法
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不
断提高履职能力，创造性做好人大工作，服务全市工作大
局。要进一步注重强基固本，全面贯彻党的组织路线，在加
强政策学习领会、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干部监督管
理等方面下功夫，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许甫林参加组织生活会。

中央指导组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指导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
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
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
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对
于我们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中自我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
重大意义。

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
自我革命，要坚定政治信仰，
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守初心使
命。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
命运。新的赶考路上，我们要
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
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深刻感
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
实践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坚持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在投身实
践与应对风险考验中锤炼坚
定的政治信仰、过硬的政治素
质，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
民检验的实绩。

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
自我革命，要继续弘扬光荣传
统、赓续红色血脉。党的光荣
传统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
百年党史汇聚在一起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
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武
汉是一方红色热土，这里闪耀
着先辈的革命精神，沉淀着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
我们要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
中锤炼过硬作风、练就过硬本
领，在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百年
精神谱系中，成为勇担使命追梦圆梦的接续奋斗者。

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自我革命，要始终保持“赶
考”的清醒和坚定。在新的赶考路上奋进，我们面临的
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就越要保持“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我们要始终保持共
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引领社会的浩然正气，凝
聚奋勇争先、昂扬向上奋斗的进取精神，以“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让我们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发扬彻底的自我革
命精神，昂首阔步在新的赶考路上，创造出无愧于伟大
时代的新业绩，在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让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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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山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感悟思想伟力 汲取奋进力量

长江日报讯（记者王雪）7 月 10 日，我市城建交通
重大项目建设专题会召开，研究湿地花城建设实施方
案及专项规划等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程用文出席会
议。会议强调，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
宜、彰显特色，加快打造湿地花城，守护好城市生态底
色。

我市将加强湿地保护与修复，锚固生态框架，营造水
岸花溪，打造特色花卉景观、城市花道，擦亮“春赏樱、夏看

荷、秋品桂、冬观梅”的四季花城品牌。会议强调，要因地
制宜，彰显武汉自然禀赋特色，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努力提
升生态品质。要坚持改造和提升并重，分类施策，把造绿
与造景、造美结合起来，既提升城市颜值，又推动实现生态
惠民；坚持绿化和美化并举，在现有绿化基础上，丰富季
相、彰显层次、凸显特色，打造具有武汉特色的湿地花城景
观；统筹好山水园林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城市绿化景
观和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相得益彰；强化市区联动、社会
参与，压实各方责任，加大建设力度，引导市民爱绿爱花，

共同美化城市环境。
会议研究了高铁枢纽有关规划。会议指出，要以高铁

枢纽为核心引擎，导入优势产业，实现产城融合、产城联动
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提升换乘效率，方便乘客出行；统筹
考虑交通配套设施，保证枢纽交通组织高效便捷，加快打造
国家重要综合交通枢纽。

会议还研究了江汉八桥及两岸接线、永丰桥等工程建
设工作。

市领导彭浩、刘子清、陈劲超与会。

我市城建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专题会召开

加快打造湿地花城 守护好城市生态底色

中科院水生所对150头江豚实施“保种”，人工繁育二代顺利成活

江豚归来创全球小型鲸类保护“中国经验”

用杂技讲述
武汉抗疫故事
《英雄之城》震撼人心

7月10日晚，参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武汉市优秀剧目展演的国内首
部抗疫题材杂技剧《英雄之城》在武汉杂技
厅首演。

图为《英雄之城》演出现场，“女子车
技”由一人到多人，象征着全国人民众志
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2版]

武汉大学教授张万洪致力向世界传播人权事业的“中国声音”

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3版]

空中突降“现金雨”
忙坏一群好心人

晒被子抖落三万元，警民联手找寻归还

[3版]

7月5日，江豚妈妈洋洋和小江豚YYC在水中嬉戏。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

7月5日，江豚“淘淘”16岁“庆生会”上传出的好消
息——人工繁育江豚二代（YYC）顺利成活，让国人振
奋不已。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中国科学家在多年来
的江豚保护工作中，创造出了世界小型鲸类保护的“中
国神话”，也摸索出了一套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中国经验”。

中国神话 长江江豚“保种”种群初步建立

江豚保护主要有三大措施，即在栖息地建立自然
保护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胡炜介绍，中
科院水生所是长江江豚研究和保护的国家队。在国家
和沿江各地方主管部门的领导支持和水生所四代科学
家40年努力下，长江中下游已建成10个豚类自然保护
区和迁地保护区，保护了长江中下游1700多公里近三
分之一的江段，也是未来长江江豚种群恢复的最重要
水域。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水生所研究
员王丁介绍，1990年，水生所科学家从长江迁移5头江
豚入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2021年最新普查结果
显示，31年间天鹅洲江豚种群增加到100头，且近几年
每年新生小豚达到8头以上，成为世界小型鲸类迁地保
护的范例。

目前，除了天鹅洲长江故道外，在湖北湖南交界的
何王庙/集成长江故道、安徽西江长江故道也建立了新
的长江江豚的自然迁地保护区。另外，在铜陵夹江也
建立了一个半人工饲养的迁地种群。

如今，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江豚种群总数量已达
到150头左右，且均能自然繁殖，每年有超过15头以上
江豚出生。水生所科学家原创的“自然迁地保护”已经
对150头江豚成功实施了“保种”，初步建立了长江江豚

“保种”种群，为长江江豚的“保种”奠定了坚实基础，创
造了全球小型鲸类保护的“中国神话”。

中国经验 江豚人工繁育取得突破进展

水生所科学家还采取科学手段保护江豚种群，
2015年以来参与组织了多次保护区之间不同江豚种群
之间进行个体交换，比如，12头鄱阳湖江豚安家湖北，

以改善江豚遗传结构，丰富江豚的遗传多样性。此举
加强江豚种群的可持续发展，为长江江豚的保种上了
一把保险，是长江江豚保护的一大成就。

在武汉白鱀豚馆，一起过生日的还有2头江豚，它
们都是6月出生。一头是刚满3岁的江豚e波，它的父
母分别来自江西鄱阳湖和湖北天鹅洲，是丰富江豚遗
传多样性的例子；一头是江豚“淘淘”刚满1岁的儿子
YYC，这标志着在人工环境中出生的子一代江豚也能
成功地繁殖后代，江豚人工饲养取得完全突破。

1996年开始，水生所的白鱀豚馆开展长江江豚的
人工饲养工作。2005年，世界第一头出生在人工环境
下的江豚淘淘诞生。如今，江豚“淘淘”也有了自己的
后代。

据了解，人工繁殖江豚并不容易。人工环境中母
幼自然行为的重现很困难，江豚在野外自然环境中的
行为很难在狭小的人工水池中自然重现，正常的母幼
关系很难建立起来，幼豚成活率的大幅提升难度大，人
工干预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水生所科学家通过一些适
当干预，如营养调配、社群关系的构建等，能够有效地
促进长江江豚的成功受孕。科学家对长江江豚的整个
妊娠期、抚育期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在人工环境下江
豚繁育成功的概率得到了提高。

武汉作为 长江武汉城区段频现江豚身影

长江江豚是一种小型齿鲸，是江豚属唯一淡水亚
种，仅生活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与之相通的洞庭湖、鄱
阳湖。作为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长江江豚的
种群状况是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总体来看，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迅速下降的趋势得
到遏制，但种群数量极度濒危的现状没有改变。据科
考研究，目前长江江豚数量仅有1000余头。去年，武汉
市等沿江省市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等措施，长江生态
迅速得到有效恢复。2020年底，中科院水生所宣布，武
汉江段长江江豚首次科考数据分析表明，武汉白沙洲
水域正形成稳定江豚群体栖息，长江汉江两江交汇处
和天兴洲水域有江豚路过的踪迹，极可能在未来成为
江豚的活动水域。长江武汉段频频出现江豚身影，数
量之多、次数之频繁、持续时间之长，都是近10年来少
见。 （长江日报记者高宝燕 通讯员孙慧 邓晓君）

自信说出中国话
新时代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