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谭鑫）近日，市
人防办组织召开老干部政情通报会
暨意见征求会，向与会老干部通报
了 2016 年度市人防办工作开展情
况。

2016 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常
德军分区的正确领导下，全体人防
干部牢牢锁定“坚持一条主线，突出
两个重点，强化三大职能，抓好四个
结合，建设五型人防”的工作目标，
精诚协作，开拓创新，先后被评为全
国人防工作先进单位、全省人防工

作先进单位，常德市被评为全省人
防先进城市。

就全市人防工作和领导班子自
身建设，与会老干部纷纷发言，建言
献策，意见建议热烈而中肯。市人
防办主要负责人表示，办党组将虚
心接受，认真研究，确保每条意见建
议有回音、有效果。

市人防办召开
老干部政情通报会暨意见征求会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罗霄）1月16日上午，柳叶湖大桥桥
面出现轻微冰冻，为确保春运期间
人们回家的路更安全、更畅通，巡查
至此的柳叶湖白鹤山超限检测站路
政大队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立即开
始往桥面撒盐除冰。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运，白鹤山
超限检测站路政大队未雨绸缪，提
早谋划，精心组织，通过健全应急
管理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组建应
急队伍、储备应急设备物资、落实
值班值守，积极备战春运期间公路
防冻防滑保通工作。截至目前，该
站已落实应急抢险人员20余人，实

行四班三运转模式对路面冰冻情
况进行巡查，设置和调试好防冻防
滑警示标志，及时在所辖路面铺设
麻袋，视情况通知应急除冰组对路
面撒盐除冰。已贮备工业盐10吨、
防滑砂石100立方米、麻袋200个、
三角木 200 个。相关负责人表示，
春节期间，路政巡查队员们将加强
值班，及时跟踪实时路况信息，引
导公路过往车辆通行，确保道路、
桥梁安全畅通。

柳叶湖路政人员
备战公路防冻防滑力保春运

从严治党·盘点2016系列报道之五

不同于以往，2016 年的换届非常特殊：市
县乡三级同步换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
套班子同时换届，市县人大、政府、政协提前
换届。换届风气直接关系换届工作的成败，
市委、市纪委高度重视换届风气监督工作，以

“严”字当头、“实”字托底，明确监督任务，开
展谈心谈话，注重宣传引导，加大督查督导，
为全市换届工作平稳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的
纪律保证。

“我代表市委作出承诺，一定坚持原则，
坚持用人标准。凡是跑、要的，不仅不能让其
得逞，还要记录在案、严肃处理。要相信市
委、相信组织，一定会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公
道公平地选人用人。”这是市委书记王群代表
市委，在全市换届工作会上做出的庄严承诺。

这份承诺，彰显出常德市委的决心和信
心。

去年 6 月 20 日，全市召开换届工作座谈
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对于那些触碰换届纪
律的人和事，要以‘零容忍’的政治态度，坚决
查处，绝不姑息迁就，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
生威。一定要按照中央、省委关于换届工作
的部署要求，以铁的纪律护航换届风气”。

我市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恢
清任组长的换届风气监督工作机构，印发了

《关于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的通知》。县级
党委换届期间，按照市委要求，市纪委、市委
组织部再次印发《关于进一步严肃和重申换
届纪律的通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牵
头抓总职责，成立了由市、县、乡三级纪委书
记任组长的换届风气监督工作领导小组 224
个，召开专题会议232次，制定出台文件47个，
写好换届纪律“紧箍咒”，谁敢违规不听就

“念”谁。
在市委的带动下，全市共举办培训班 177

期，培训党员干部2.1万人次。广泛开展“九严
禁”等换届选举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
育，发放相关宣传资料 30992 份，开设专栏专
刊 806 个。组织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

《镜鉴——湖南衡阳、四川南充“两案”警示
录》《不可触碰的底线——衡阳破坏选举案警
示录》251 场次，以典型案例警醒和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去年 7 至 8 月，联系区县（市）的市委常委
分别多次到各区县（市）进行了现场督导，同
时，市委派驻 9 个督导巡察组，以点对点的形
式抓好区县（市）换届风气监督。在全市乡镇
党委换届中，市、县两级纪委联合组织、统战
等部门，成立 377 个巡回督查组或指导组，共
开展督查 1028 次，做到了乡镇党委换届监督

的“全覆盖”，将换届纪律要求传到了基层一
级。

“市委、市纪委明确对违反换届纪律的案
件，严肃查处、严厉问责；对换届中的违规违
纪问题做到‘零容忍’，接到一件立项专办一
件，坚持露头就打，查实一起、处理一起、通
报一起，绝不姑息。”市纪委副书记向才焰介
绍。

针对此次换届，市县纪检监察机关、组
织部门还在主要媒体上公布举报电话、举报
网站，实行 24 小时专人值守制度，设立了包
括信访、网站、电话等多渠道的举报受理平
台。换届期间，全市共受理反映违反换届纪
律问题的举报 5 件，核查结果均与举报内容
不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6 年的换届监督
工作强化问责追责，就是哪个地方出现违规
违纪违法问题，就要对这个地方的“一把手”
进行问责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零容忍”换来了“零违纪”，全市 9 个区
县（市）委、纪委领导班子、130 个乡镇党委领
导班子的换届工作圆满完成，省、市、县三级
党委提名人选全部满票或高票当选，同时在
全省率先完成 7 个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及市
工商联的换届。

最严换届 画线为“牢”
□本报记者 李白 通讯员 曾祥国 刘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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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欧高文 陈自德）1 月 16 日，对于远
离县城 70 公里的澧县太青山上敬
老院的老人来说，是一个十分喜庆
的日子，他们每个人的房间里，都有
了一位“特殊哨兵”——独立式火灾
感烟探测器，陪伴他们迎接新年的
到来。

独立式火灾感烟探测器是一种
简易的火灾报警装置，具有简单、便
利、灵活等特点，能够在火灾初期
阶段探测到火灾的发生，并发出
警报声音，提醒人们迅速灭火逃
生，适用于规模不大的老年人建
筑、休闲娱乐建筑等人员密集场
所。养老院的老人们大多年岁较

高，存在行动缓慢、记忆力差、消
防意识不强等问题，他们的消防
安全牵动着各级政府和民政、消
防等部门的心。春节前夕，常德
市安排 1600 余万元专项资金，为
325 家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安
装独立式火灾感烟探测器 8500 多
个，增加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
12000 余件，让万名老人过一个安
稳的新年。同时，常德各级公安
消防机构组织专家，深入各乡镇
社会福利机构，讲解消防安全知
识，并通过现场加烟试验等方法，
使独立式火灾感烟探测器发出警
报声响，告诉老人们遇到发生火灾，
如何尽快疏散到安全地带。

“特殊哨兵”守护老人春节

本报讯（记者 杨力菲）1 月 17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水平
一行探望慰问了我市部分特困企
业职工，为他们送上了政府的温
暖。

在武陵区府坪街道体育东路
社区，朱水平来到原常德轴承厂职
工宿舍，看望了多位退休困难职
工。原常德轴承厂宿舍是上世纪
80年代修建的“筒子楼”，平均每户
的住房面积只有 30 多平方米。朱

水平关心地询问了退休职工的生
活情况，他表示，这里是棚户区改
造规划区，希望大家支持政府棚户
区改造工作，将来一定能住上更好
的房子。在退休职工韩先懋家，两
位年过80的老人无人照顾，朱水平
主动上前慰问。退休职工赵友诚
身患肺癌，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
他申请了3万元无息助保贷款。在
赵友诚逼仄的家里，朱水平详细询
问了老人病情，并送上了慰问金。

市领导慰问特困企业职工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覃佐富）1月13日上午，新建长沙至
益阳至常德铁路预可研审查会在我
市召开。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广
铁集团、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省发改委、国土、环保等
部门及长沙、益阳、常德三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参会。

长益常高铁是重庆至厦门高速
铁路通道的组成部分，对拓宽我省
对外联系通道、促进沿线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起

于长沙市，途经望城、宁乡、益阳、
桃江、汉寿，接入常德。全长 157
公里，正线投资估算 230 亿元，设
计时速 350 公里。会上，中铁第四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
员介绍了项目预可研的基本情
况，与会专家提出，长益常高铁项
目的建设时机是成熟的，要按照
力争今年开工的目标，加快项目
可研评审。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水
平，副市长曾艳阳出席会议。

长益常高铁进行预可研审查

1月14日上午，我市今年“就业援助月”首场公益招聘会在湘西北人力资
源市场举行。共有70多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000个以上，吸
引了千余名求职者。 本报记者 姜美蓉 通讯员 高涛 摄

本报讯（尚一户外传媒记者 陈太平 通讯
员 王淑媛）1 月 11 日，市政协原主席、市老区
建设促进会会长刘春林一行，在桃源县老区建
设促进会同志陪同下，来到桃源县西安镇桥塘
村、漳江镇万寿桥村，走访慰问贫困学生和困
难群众。

桥塘村地处深山，山高路陡。到达桥塘村

时，细雨裹挟着冰粒，打得雨伞簌簌作响。刘
春林等人顺着山路，来到孤儿邓李俊家，给他
送上慰问金，勉励他好好学习。接着刘春林一
行来到困难群众刘长兴家，鼓励他克服暂时的
困难。随后，刘春林一行又风尘仆仆来到万寿
桥村，慰问了贫困学生储晶晶。储晶晶正在上
小学六年级，大前年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她

由爷爷奶奶照顾。刘春林握着储晶晶爷爷的
手嘘寒问暖，鼓励他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相
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老人
表示，要好好培养孙女，让她成为国家的有用
之才。

当日，刘春林一行还考察了西安镇大水田
红军长征纪念碑。

市老促会慰问桃源县老区贫困学生和群众

1月13日，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的老人们成了尊贵嘉宾。当天，社区主办春晚，志愿者们戴上绶带，开展服务，营造敬老氛围。图为老人步入会
场时受欢迎的场景。 常德晚报记者 曾帧 摄

本报讯（记者 夏孟琦 通讯员 毛晶）1月17
日，岁暮天寒，位于市城区西北部的常德汽贸城
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个总投资47亿元，集汽车销售、汽配产品交易
以及汽车文化、汽车运动、汽车娱乐、餐饮休闲
为一体的“一站体验式”新型汽贸园区，是武陵
区正大力推进的11个重大在建商贸物流项目之
一。2016年，该区重点做好了31个重点商贸物
流项目的引进和服务工作，总投资达 462.5 亿
元，以武陵阁步行城、和瑞欢乐城、万达广场和
友阿国际广场“两城两场”为中心的泛湘西北商
业中心城区初具雏形。

自市委明确要将常德打造成泛湘西北现代
化区域中心城市后，武陵区作为常德城市建设

的主战场、主力军，紧跟市委要求，围绕“建设以
现代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中心城区”发展定位，
以重大商贸物流项目为引领，首位打造泛湘西
北商业中心。

该区商务局主要负责人介绍，为引进优
质商贸物流项目和战略投资者，2016 年，由区
领导牵头，紧抓招商引资，利用外出上门招
商、参加重大招商活动等契机，先后引进红星
美凯龙常德商业广场、常德现代医药物流中
心、常德食品物流中心等 10 多个项目，总投
资额达 100 多亿元。对已落户投资的项目，
按照“一个项目、一名班子、一抓到底”的原
则，进行跟踪联系，全力对接，促进企业快速
发展。一年内，常德友阿国际广场（丹阳店）、

和瑞欢乐城、常德万达广场等城市综合体相
继开业，成为了常德市的新地标，提升了城市
品位。随着项目的建成投入使用，去年 1 至
11 月，武陵区本级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 117 亿元，同比增长 15.2%，比全市平均增
速高出 3.4 个百分点。

下阶段，该区将继续抢抓机遇，以更开阔
的思路、更务实的作风、更负责的态度，推进
常德汽贸城二期、常德花卉苗木市场、武陵互
联网产业园三期等项目的建设，抓紧兴隆国际
物流中心、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农产品物流
园、常德现代医药物流中心等项目的开工建
设，用商贸物流项目建设助力打造泛湘西北商
业中心。

武陵商贸物流项目建设助力打造区域商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