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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作涛）2016 年 12 月
29 日，“5060 画家协会”的会员们齐聚常
德市紫东大酒店共迎新春。

“5060画家协会”是一批出生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画家相约成立的专业
协会，注册成立已走过 8 个春秋。会员
们秉持“坚持写生，师法自然”的宗旨，
和谐共处，坦诚相待，相互学习，相互促
进。会员人数从成立初的 20 余人已发
展到 80 余人。2016 年会员作品先后参

加了“潇湘魂——湖南省美术作品展”
“全国花鸟画名家邀请展”“问道丹青
——湖南省首届城市画院作品联展”

“真如绽放——湖南女画家作品邀请
展”，部分佳作被湖南省美术馆收藏。
展望新年，该协会将组织一次远赴俄罗
斯的写生活动；举办一个大型的高质量
画展和多个小型精品画展；加强与企业
的合作联姻，争取走出一条经济搭台文
化唱戏的新路子。

“5060画家协会”
举行迎春团拜会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记者从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去年全市共查
处“四品一械”违法一般程序案件 1736
件，简易程序案件1008件，涉案货值金额
2980.6万元，没收违法所得50.68万元，罚
款金额 1296.24 万元，查处涉案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的案件6件。

去年市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体制改革
全部完成，食品药品监管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为鼓励广大市民关注并参与食
品药品安全监管，逐步形成食品药品安
全社会共治的格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完善了食品药品违法举报奖励制
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相衔接，大大增强了打击食品
药品违法犯罪的威慑力，效果明显。在
餐饮服务环节，着重开展了肉类食品、
酒类、非法添加、食用油、餐饮具等专
项稽查行动，全市查办餐饮服务违法案
件 290 件 ，占“ 四 品 一 械 ”案 件 总 数
16.7%。移送食品药品涉刑案件 47 件，
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 129 人，移送
检察院起诉 67 人，省局拟报国家食药
总局挂牌督办案件 2 件，被列为公安部
督办案件 3 件，被省食药局挂牌督办案
件 5 件；责令停产停业 8 户，吊销许可证
1件，收缴药品GSP证书19张，捣毁制假
售假窝点6个。

全市共查处“四品一械”
违法案件1736件

本报讯（记者 徐睿 通讯员 张绍民）
2016年12月30日下午，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在某中学举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
练。该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旅游局、白
鹤镇医院等有关单位参加演练。

当日下午 2 时，随着区食安委相关
负责人一声令下，应急演练拉开序幕。
此次食品安全事故演练级别为 IV 级，模
拟情景为：柳叶湖某中学学生中午 12 时
在食堂就餐，下午2时后，20名学生陆续
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腹泻、腹痛
等症状，学校医务室初步怀疑为食物中
毒，期间，还出现了 5 名学生病情较重的
情况。演练中，学校负责人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同时拨打了 12331 食药投

诉举报热线。区食安办获悉后，启动食
品安全事故 IV 级应急响应程序。各相
关方面立即赶赴现场履行各自职能，开
展系列应急处置工作。由于救治及时
和处置得当，中毒学生很快脱离危险并
恢复健康。随后，各相关方面又召开事
故分析会，追查事故原因和总结经验教
训。整个演练过程分为事故发生与报
告、先期处置、分级响应、善后与终结四
部分进行。通过演练，各部门进一步明
确了食品安全应急处置职责，加强了部
门间的协作，提升了柳叶湖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的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检验了柳
叶湖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

柳叶湖
举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姜美蓉 通讯员 胡稳）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市统计局召开全局

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习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

会议指出，要把思想统一到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上来。要深刻领会和全面把
握市委对当前我市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进一步坚定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推动改
革发展稳定的信心和决心；要深刻领会和

全面把握做好 2017 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意
义和总体要求，进一步强化做好统计服务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刻领会“一三
五”发展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
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真抓实干和创造性
地贯彻落实上狠下功夫，全面完成统计服
务职能作用。

市统计局

本报讯（记者 姜美蓉 通讯员 李向阳）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市工伤保险处召开
处党支部会议，传达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2017年1月3日上午，该处再次召开了
干部职工大会，组织学习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

结合自身岗位工作实际，市工伤保险
处相关负责人传达了 2017 年的工作目
标，要加大工伤保险征缴扩面力度，全面
启动交通、水利建筑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办法，确保征缴扩面工作稳步推进；进一

步完善补充工伤保险办法，启动部分区
县（市）补充工伤保险工作，加大对补充
工伤保险的宣传力度，力争将更多的单
位纳入补充工伤保险；进一步完善工伤
康复机制，继续实施“互联网＋工伤康
复”项目；继续实施工伤预防“普思计
划”；全面落实老工伤待遇，完成工伤保
险新业务系统上线工作。

市工伤保险处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刘霞）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市公路管理局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

与会班子成员结合职责分工，就学习
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讨论

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在全市推动“打造
一个中心、实现三个迈进、建设五个常德”
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和关键节点上，市委召
开这次工作会议，对常德未来发展进行谋
划，对今后工作动员部署，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通过集体讨论，市公路管理局研究
确定全市公路工作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的具体措施：一是深入学习会议精神，
提升干部职工思想境界。二是加快公路项
目推进，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围绕交

通大会战实施大局，按照市委“建设泛湘西
北区域交通枢纽城市”的工作要求，不等不
靠、积极主动，全力推进干线公路大中修工
程建设，着力提升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三是加强公路养护管理，提升路网
通行水平。深入推进公路治超和路域环境
综合整治，完善路政巡查机制，加强涉路工
程及非公路标志许可管理，抓好乱搭乱建、
占道经营、“三大堆”清理等工作，打造良好
的通行环境。

市公路管理局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王明
志）2016年12月30日下午，市交通运输局
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市委书记王群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随后，大家
逐一发言，围绕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主要
精神进行认真学习和深入讨论。大家认
为，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牢牢把握了中央
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
总基调，紧密联系了常德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强化了落细落实的经济工作新举
措，特别是“四大会战”工作部署符合常

德实际，找准了常德发展的“短板”，市交
通运输局作为交通跨越大会战的牵头部
门，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
荣。2017 年，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要紧紧围绕交通工作实际，找准切入
点，切实担负起历史使命、组织重托、群众
期盼，全力抓好交通建设大会战和“最美交
通行业”创建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

市交通运输局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余蔷
吏）1 月 3 日上午，市地方海事局召开专
题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

会议一致认为，在全市推动“打造一

个中心、实现三个迈进、建设五个常德”
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和关键节点上，市委
召开这次工作会议，对常德未来发展进
行谋划，对今后工作动员部署，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尤其是市委书记王群同志的
讲话从4个方面总结回顾了2016年工作，
部署了2017年工作，高屋建瓴、求真务实，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为全市新一轮经济
转型升级和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

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市委 2017 年

工作重点，紧密结合海事工作实际，适
应 把 握 引 领 经 济 发 展 新 常 态 ，以 新 发
展 理 念 为 指 引 ，近 期 重 点 做 好 2017 年
工作的谋划，狠抓水上安全工作，尤其
对重点水域、重点渡口码头、危货企业
等 要 加 大 检 查 力 度 ，把 全 局 广 大 干 部
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上来，为实现“打造一个中心、实
现三个迈进、建设五个常德”的目标贡
献海事力量。

市海事局

市委统战部

本报讯（记者 陈太平 通讯员 张流
火）2016年12月30日下午，市委统战部召
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

会议首先学习传达了市委书记王群

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精神，
并传达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德睿在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全体干部
职工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学习效果展开
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总结成绩客观，形势把握准确，措
施振奋人心，统战干部要认真落实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本职，提升能力，努
力发挥统一战线的更大作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 2016 年经
济社会发展成绩令人自豪，描绘的2017年
经济工作蓝图十分鼓舞人心。为了进一
步发挥统战部门的职能优势，促进统战部
门积极参与、助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
体干部职工将围绕“凝心聚力”、招商引
资、服务实体经济、发挥参政议政优势等
关键着力点开展工作，为推进“新常德新
创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丁胜伟
莫会军）日前，鼎城区花岩溪镇沼气生
产技术员对辖区内沼气用户开展地毯
式排查，检查发现，该镇 427 口沼气池
有 155 口不能正常使用，通过落实维修
责任，消除安全隐患，现大部分已恢复
使用。

花岩溪镇现有 380 座户用沼气池和
47处养殖小区联户沼气工程，属鼎城区沼
气使用较多的乡镇。为把安全责任和措
施落实到人，形成沼气工程安全管理长效
机制，确保沼气安全使用效果，该镇按照

“谁分管，谁负责”的要求成立了沼气工程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了沼气安全生产
使用突击检查，检查主要从沼气池运行情
况，厌氧发酵池运行是否正常，沼气灶具、
管道是否漏气，输气管路即运行设备的气
密性和畅通性，灶具、脱硫器使用是否正
常。技术员谭顺海介绍，荆树湾村养殖户
徐孔元、鹤子湾村养殖户李忠进两户在前
些年修建有30立方米的养殖小区联户沼
气工程，由于管护不利，漏气不能正常使
用。经疏通管路，换灶具等措施，现已正
常使用，深受用户好评。

花岩溪镇
以查促改保用气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太平 通讯员 姚守福）
1月4日上午，市直机关工委党支部组织全
体党员集中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

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罗先友指出，
《准则》《条例》是在党的十八大全面落实从
严治党的背景下颁布的，意义重大。全体党
员干部要认真学习，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格要求自
己，坚持知行合一，模范遵守。工委干部要
遵守党纪、守规矩，按制度办事，管好小节，
不丢名节，为民务实清廉。罗先友以《认真
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题，从新形势下加强
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
内政治生活的重点、目的和任务，加强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着力点，党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内容和载体，加强和完善党内政治生活
的落脚点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基层
等五个方面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随后，全体党员干部就贯彻《准则》《条
例》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表示，《准则》《条
例》传达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的强烈
信号，作为党务干部，要进一步树立和增强

“四种意识”，坚守纪律底线和道德高线，将
《准则》《条例》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退伍军人瞿国福，挖山
不止，植树造林，在花岩溪林
场 花 岩 溪 村 已 植 树 近 60
亩。图为 2016 年 12 月 16 日
瞿国福欣喜地介绍已经成林
的杉树林。

本报记者 吴琼敏 摄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昨日，参加市七
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就本次大会将要选
举的候选人人选进行了选举前的继续酝酿。

根据大会日程安排和《常德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的规

定，各代表团昨日继续对大会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提出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人民
政府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初步名单进行
了充分酝酿和认真讨论。与会代表认为，
这次人事安排符合法定程序和工作需要，
对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各项候选人初步名
单没有异议。

人大代表继续酝酿各项候选人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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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机关工委党员集中学习《准则》《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