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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唐芳）1月13日，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主要负责人到柳叶湖汽车站、鼎城黄土店春运临
时执勤执法点、汉寿毛家滩牛路滩大桥和严家河大桥、汉寿
交警大队太子庙中队，督导春运并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

春运期间，全市交警将紧盯公路客运、旅游客运、校车、
危化品运输车、“营转非”大客车的违法“清零”情况及检验
率、报废率；严格排查客车超员、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涉牌
涉证、报废车和改（拼）装车上路行驶、货车超载、校车违
法、危化品运输车违法、三轮车和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违
法载人 10 项交通违法行为。同时，还将开展“情满旅途”
服务活动，利用春运交通安全检查服务站、临时执勤点，组
织民警、志愿者因地制宜地设置“爱心驿站”，为驾乘人员
提供交通咨询、热
水、急救药品等便
民服务。

交警开展春运交通整治

本报讯（记 者 陈 银 生 通 讯 员
宋纯 邓锋）1月1日，G353安乡县安障
至红卫闸段、三岔河至县城段顺利竣
工通车，安乡人终于拥有了一条高标
准过境国道；2016 年 12 月 23 日，张九
台大桥项目开工。岁末年初这两件交
通项目建设中的大事接踵而至，又一
次迸发出“举全县之力修路架桥，汇上
下之策畅通安乡”的安乡壮志，安乡

“孤岛”瓶颈终被破解，群众出行更加
方便。

最近4年，交通重点项目建设一直
是安乡“一号工程”。安乡县先后摆开
国省干线、湖区桥梁、客运站场、水运
码头、农村公路等“五大”交通大会战
战场，先后启动总投资 38 亿元的重大

项目 15 个，到 2016 年年底累计完成投
资 24.7 亿元，先后建成官垱大桥、S228
荆八公路、G353 安障至红卫闸和三岔
河至县城（含陆家渡大桥）两段，开工
建设石龟山大桥、长岭大桥、长岭洲深
水码头、张九台大桥等重大项目；取得
了高速公路零突破、干线公路“量”

“质”升、桥梁建设成风景、站场建设做
地标等全面超历史的交通建设好成
绩；荣获全省交通系统行政执法先进
单位，连续3年喜获全市交通运输发展
目标考核一等奖。

抢抓进度赶工期。按照“一个项
目、一个方案、一名领导、一套班子”要
求，安乡县将前期项目、在建项目、新
开工项目的年度责任目标层层分解到

县级领导及项目负责人，对项目进展
“一天一调度、一周一结账、一月一讲
评、一季一总结”；所有项目督查到天、
考核到人，对事不对人。严格管理保
质量。全面加强项目建设规范化管
理，把交通系统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
技术骨干充实到项目一线，聘请老专
家、老干部组成质安检查组，对在建项
目实行全天候、拉网式巡察；所有项目
都聘请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全程监
督，确保工程优良、干部优秀；全面推
行质量安全管理“10+5”举措，大力实
施精细化管理和标准化施工，对工程
建设所有环节全程跟踪管理与有效监
督，将工程质量事故和安全责任事故消
灭在萌芽状态。

2016 年 8 月召开的安乡县第十二
次党代会再次确定一张蓝图干到底，
把交通建设继续作为“一号工程”，全
面实施交通跨越、破解交通困局，用 5
年时间让安乡真正融入国省干线大动
脉，变区位劣势为未来发展优势，构建

“内外两环、一点五射、八大门户”开放
交通大格局。按照安乡“十三五”交通
规划图，2017 年和 2018 年两年开工建
设 5 座大桥、5 条干线公路，1 个高速互
通口；5 年内确保完成县域内路桥建
设，彻底打通安乡对内对外通道。

安乡交通建设乘势而上结硕果

汉寿甲鱼
“爬上”湖南十大农业品牌榜

本报讯（记者 罗远文）1月16日，记者从汉寿甲鱼办获
悉，在近期进行的湖南省十大农业品牌评选中，汉寿甲鱼榜
上有名，成为常德惟一入选品牌。

汉寿甲鱼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汉寿是首个
中国“甲鱼之乡”，开创了中国甲鱼人工养殖提纯的先河，创
建了中国第一个甲鱼科研所；汉寿历年进行甲鱼人工放流，
野外沟港湖泊的野生甲鱼量快速回升。

品牌是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实施品
牌带动战略，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此次汉寿甲鱼获评湖南十大农
业品牌，有利于汉寿甲鱼产业转型升级，更早地“爬”行世界。

本报讯（记者 姚瑶 通讯员 佘剑
球）日前，市住建局、市人社局联合召开
2017 年春节前市城区建设领域清欠维
稳集中约谈会议，对存在清欠矛盾的6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协调，集中约谈了涉
及到的13个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3家
业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会上，各责任
单位负责人均做出承诺：一定积极化解
拖欠纠纷，决不把矛盾推向社会，全力
配合做好维稳工作。

2016年12月下旬，市住建局对市城

区在建工地工程款拨付与农民工工资
支付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排查：共排查
建筑施工项目156个，工程类别包括：政
府融资、BT或PPP的房建市政项目、安
置房项目、保障性住房项目、房地产开
发项目及社会建设业主投资项目，排查
过程中发现并及时协调解决拖欠工程
款和农民工工资总额2.56亿元，其中农
民工工资总额 8364 万元，涉及农民工
约 3500 人。检查组当即督促各建设、
施工单位建立应急机制，并储备足额

应急资金，目前累计到位的应急资金
约1.5亿元。

从排查情况看，市城区在建项目的
大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清欠工
作高度重视，能够认真履行工程建设的
主体责任，能够严格把控各施工项目资
金进出关口，对项目工程款、材料款及
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对工程款
的拨付基本做到由公司财务依据合同
约定统一办理、按时支付，对农民工工
资的支付采取银行转账方式直接发放

或现场发放时领取人签字、按手印等方
式，确保了工资及时发放到民工个人手
上，较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并消除了拖欠
矛盾的发生。

会议要求，各责任单位尤其是政府
投融资平台应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和责任意识，建立应急机制，成立应急
小组，准备应急资金，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统一部署，切实履行工程建设主体责
任，积极做好维护春节期间社会稳定的
工作，严防堵路堵桥等事件发生。

城区16家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被约谈
■ 此前，市住建局及时协调解决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总额达2.56亿元

1月15日，市城区水果批发大市场内，堆积如山的各种水果等着顾客来买。当天正逢周日，又到了农历腊月十八，按往年行情，市场内的购销场景该是蔚为壮观。市场人
士分析，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天天都有过年一般的享受，因此出现了水果销售“该旺时不旺、该淡时不淡”的状况。 本报记者 赵有强 摄

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务虚会提出

紧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主线
本报讯（记者 杨晟 通讯员 陈李玲 实习生 华一翰）

1 月16日，我市召开农业农村工作务虚会。会议听取了各
区县（市）2016年农业农村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建议，讨论
谋划2017年工作思路。市委副书记徐正宪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市长龚德汉主持会议。

龚德汉指出，2016年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呈现出市场效
益好、龙头企业带动强、精准扶贫有成效、改革稳步推进、农
民增收步伐加快等亮点。2017年要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改革，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条主线，抓好精准扶贫、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改
革创新、农业安全、七大示范工程等七项重点工作。

徐正宪强调，2017年，要立足常德“三农”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新起点、新机遇，绘好蓝图，呈现新气象。要在思想上
提高认识，进一步深化对重农担当、上级精神和现代农业的
认识；要在工作上突出重点，紧扣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这条
主线，打好脱贫攻坚大会战，“一主五化”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创新，努力推动全市“三农”发展再上
新台阶，为落实市委、市政府“一三五”战略目标，深入推进
新常德新创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市级领导黎建平、周运来，市政府原副市长朱晓平等出
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周丽萍）1月16日，德山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成功破获了一起贩毒案，抓获毒
贩1人、吸毒人员1人，当场缴获毒品
近0.3克。

1月16日上午，民警发现吸毒人
员钟某情绪反常、行踪诡异，随即对其
进行跟踪调查，发现钟某骑一黑色电
动车到武陵区战备桥，东张西望像是
在等人。15时许，一黑衣女进入民警
视线，她将一小团东西递给钟某，钟某
当即将百元现金交给黑衣女。蹲守民
警立即展开抓捕，当场将正在进行毒
品交易的钟某、黑衣女抓获，缴获毒品

近 0.3 克。经对 2 名违法嫌疑人进行
尿检，结果均呈阳性。黑衣女谢某交
代，自己有 20 多年的吸毒史，近年来
以贩毒维持吸毒所需的巨大开支。违
法人员钟某对购买及吸食毒品一事供
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因涉嫌多
次贩卖毒品，因身体原因，已被依法监
视居住；违法人员钟某已被依法处
理。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深挖之中。

民警顺藤摸瓜抓获2名瘾君子2016年第四季度“四区”控违拆违考核结果公示
2016年第四季度“四区”控违拆违考核结果已经出炉，鼎城区排名第一。给予第

一名鼎城区奖励60万元、第二名（并列）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各奖
励30万元（不含“四区”拆除存量违法建筑的补助和未拆除新增违法建筑的罚款）。现
将“四区”政府（管委会）排名情况和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姓名、职务公布如下：

常德市制止违法建设行为和拆除违法建筑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月16日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综合
排名

考核对象
分管负责人

1 鼎城区 朱金平 区长 蒋宏武 副区长

2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李育智 管委会主任 李厚元 管委会副主任

2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方志炜 管委会主任 吴正清 管委会副主任

3 武陵区 廖可元 区长 黄 健 区政府副调研员

西洞庭朝鲜蓟提取加工中心投产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郑江晖）昨日，朝鲜蓟提

取加工中心投产仪式暨朝鲜蓟产业发展推进会在汇美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徐正宪出席活动。

西洞庭管理区2005年从西班牙引进朝鲜蓟，现已拥有
亚洲最大的朝鲜蓟种植基地，但其综合利用技术还未开发，
处于罐头产品生产加工的初级阶段。此次朝鲜蓟提取加工
中心的正式投产，将从以前废弃的朝鲜蓟茎、杆、叶中，提取
洋蓟素、绿原酸、菊粉等功能成分，首期推出朝鲜蓟茶叶、降
脂护肝速溶粉、调理肠胃酵素、解酒护肝片、延缓衰老口服
液5款产品。同时，还将提取后的残渣物通过微生物发酵，
制成有机肥，返还给蓟农用于土壤改良，并严格按照有机农
业生产标准进行培管，将朝鲜蓟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有机农
产品。

据悉，下一步西洞庭将以该提取加工中心为平台，规划
建设朝鲜蓟科技园、朝鲜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争取组建博
士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利用汇美优良资产组建朝鲜蓟
专业公司，预计2017年朝鲜蓟新产品产值过3000万元，3年
实现产值5亿元，将朝鲜蓟产业打造成集茶叶加工、生物提
取、保健食品开发的生物科技健康产业。

待企业当如亲骨肉
□唐志勇

昨天日报一版报道了大汉汽车获得国外订单，产品走出
国门的消息。两年来，党委政府把大汉当成自己的亲骨肉、
心头肉去呵护帮扶，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赢得了新生。这
对当前盘活存量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很有指导意义。

政企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习总书记曾用“清”“亲”
两个字概括政企关系。现在向企业伸手，吃拿卡要的少
了。可一些官员变得对企业漠不关心，对企业家视而不见，
和企业之间像隔个玻璃门。“清”倒是够“清”了，把个“亲”字
丢得一干二净。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举步维
艰的不在少数。其实，企业强则地区强，党委政府把企业当
亲骨肉一样对待很有必要。

亲骨肉意味着真心珍视。不仅是让企业办事时门易
进、脸好看，真心实意从细节上服务。更在于与企业家交朋
友，时时沟通，刻刻关注，扶上马还送一程。

亲骨肉意味着倾力付出。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
看待，全心全意提供融资担保、引资引项、甚至输血改制，第
一时间为企业解难帮困、雪中送炭。

亲骨肉意味着一以贯之。即便危机过后，经济大环境
好转，政府还继续善待企业、善待企业家、善待社会创造力，
使之成为社会之根本。

正如子女终究要自立，企业也不能等靠要，全寄望于政
府救济包办。通过自身的努
力，积极创新创业，不断壮大自
己，才是发展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