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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控违拆违考核今年会更严

本报讯（通讯员 高照林）1月13日，市控违拆违考
核办成员单位负责人、四区政府（管委会）分管领导、拆
违办负责人齐聚市规划局。在全面分析了当前存在的
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后，会议对2017年如何开展工作进
行了探讨，提出“城区新增违法建设发现一起、制止一
起、拆除一起，要遏止在萌芽状态”。

2016年，市城区新增违法建筑处置率92%，拆除违
法建筑面积70380平方米，处置率比上年提高10个百
分点。借助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宣传发动，四区
先后有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主动报告并自行拆除了
违建，涌现了一批党员干部带头自拆违法建设的典型
事例。四区共有13人因控违拆违工作不力被问责，其
中 6 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4 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1人受到行政警告处分，1人受到诫勉谈话，1人受到
辞退处理。会议明确，城区控违拆违工作今年将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巡查督察力度，进一步强
化违法建设处置力度，切实维护城市建设管理秩序和
社会公平正义。

■城区新增违法建设发现一起、制止
一起、拆除一起，要遏止在萌芽状态

全市混凝土企业去年无一受处罚

本报讯（记者 焦阳 通讯员 彭立平）伴随着新型
城镇化加速的步伐，近年来我市混凝土行业也得到了
健康稳健的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有混凝土生产企
业27家，其中市城区11家；全年全市共销售混凝土500
万立方米，其中市城区350万立方米。

为了确保混凝土行业运行健康有序，市住建局相
关主管单位明确提出，达不到办厂条件的坚决不能办
混凝土企业；不符合生产要求的坚决不能生产产品；没
有生产资质的坚决不能向市城区供应商品混凝土。

质量达标是混凝土企业安全生产的前提和重点，
市混凝土管理办公室去年结合资质审查，使企业达到相
应资质的各项指标要求；结合平时的执法巡查，查处违
法行为，促使企业遵守行业法律法规及省、市住建主管
部门有关规定，严格企业质量行为和质量标准；结合质
量、安全检查，促使企业管理机构、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
善。重点是质量、安全机构的设立、人员的配备、职责的
分解与履行，整体质量体系的运行是否持续、有效。

去年一年，全市行业内企业无一家因出现质量、超
限超载、环境污染和扬尘治理等问题受处罚。

■全市已有混凝土生产企业27家，去
年全市共销售混凝土500万立方米

常德市市城区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情况公布（2016年第四季度）
为贯彻落实国家住建部和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使

人、机、物、环始终处于安全状态，形成过程控制、持续改进的安全管理机制，常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受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对市城区建筑施工
项目开展了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共考评项目89个，其中考评等级为优良项目3个、不合格项目13个、合格项目73个，现将考评等级为优良和不合格的项目名单
予以公布。

常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201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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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白马湖美一天农贸超市

保利中央公园项目

常德财鑫投融资服务中心一期工程施工

项目名称

沙港污水提升泵站

常德市经泽·新街坊棚户区改造工程

常德市皂果北路花山河桥、何家溪桥建设工程

雪天佳苑

北部新城11#桥
窑港路污水泵站

常德市紫菱西路（皂果路—金丹路）奔桥河大桥

长港雨水泵站新建项目

常德恒大华府三期工程D2标段

常德碧桂园1标段

常德碧桂园3标段

常德碧桂园一期2标段

常德碧桂园一期4标段

施工单位

湖南新宇宙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德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湖南恒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鑫宏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宙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常德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浩宇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三明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万建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刘湘惠

马 强

张理进

项目负责人

程恭平

何建平

高书政

高 杰

王文斌

周本华

代剑军

刘光喜

刘克明

李细怀

黄英林

刘峰峰

管志勇

监理单位

湖南兴邦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

常德市怀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常德市兴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常德市怀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长沙中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厦门兴海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常德市怀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湖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常德市智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林长斌

王爱民

杨永志

项目总监

熊以贵

郑忠伟

谭正华

肖占桥

林景行

刘富强

刘春生

候令明

王卫芬

黄家欧

林志强

黄家欧

林志强

图一：1月18日，轻盈昂扬、张力十足的城区东常高速公路芦荻山收费站。该建筑是华南、华中地区的第一座全柔性预应力钢结构收费站，其新颖的结构体系所展现的力
感，让常德城多了一份现代时尚的特别味道。 本报记者 姚瑶 摄

图二：1月15日清晨，从深圳直达常德的列车驶进常德火车站。为应对春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常德火车站将在春运节后陆续开行5趟至广州、上海的始
发临时客运列车。 本报记者 李白 摄

图三：越来越有品位的城市生活，提升了现代年轻人的婚庆活动品质，也让婚庆产业迅速发展。图为1月12日，由武陵区婚庆行业协会主办的常德首届婚礼春晚现场，来自
全市各区县（市）300多个婚礼人共聚一堂，共庆新春。 本报记者 李白 摄

图四：为保障困难职工“两节”基本生活所需，市总工会开展“爱心超市”活动。图为1月17日，职工们手持领取券排队领取大米、油、肉、棉被等物资。
本报记者 韩冬 摄

城区某冷库
检出9包无中文标识冷冻肉

本报讯（记者 徐睿 通讯员 贺可馨）近日，市食药
监局对市城区部分农贸市场进行春节前检查，在某冷
库中发现了9包无中文标识的冷冻肉品。

此次检查抽取了朝阳路农贸市场、新一村农贸市
场、红卫农贸市场等5家农贸市场。重点检查了市场
内的肉类及肉类制品摊位、市场附近冷库。主要查看肉
类经营户证照是否齐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在有效
期内，生鲜肉是否有动物检疫合格证、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证、动物检疫合格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印章，冷冻
肉品来源是否可溯等。共计检查了50余家猪肉、牛肉、
卤肉摊位及冷库，均证照齐全，持有有效健康证明，3家
摊位能现场提供检验检疫证。执法人员还对肉类摊贩
加强了关于“两证两章”的宣传教育，增强其经营责任主
体意识，进一步规范农贸市场摊贩的经营行为。

但在某冷库中发现了 9 包无中文标识的冷冻肉
品，执法人员当场予以收缴，并对此进行立案调查。

我市药品市场安全风险系数可控
本报讯（记者 徐睿 通讯员 贺可馨）为了确保市

民春节能用上放心药、安全药，连日来，市食药监局药
品流通监管科对辖区内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药品流通安
全巡查。

此次巡查药品流通监管科把销售量较大的企业、
风险较高的品种、易发生问题的环节作为巡查重点。
主要检查了药品的购进渠道、储存养护、依法销售，并
重点检查了特殊
管理药品的管理
情况。检查发现，
通过 2016 年药品
流通专项整治，我
市药品流通秩序
得到进一步规范，
从业人员的质量
意识得到进一步
提高，药品安全风
险系数可控。

本报讯（通讯员 袁林）春节将至，
市园林系统干部职工正在加班加点地
在城区各处忙碌。为做好市城区节日
花卉布置工作，市园林局近日针对地
栽草花的品质、花卉摆放的位置、主要

出入城口及重要道路节点植物造型景
点的制作工艺、色彩搭配等作详尽地
部署。

据了解，今年春节市城区花卉布
置有植物造型景点、地栽草花和花卉

摆放等形式，江北城区植物造型景点
有宏大广场、湘北永利、芦山高速入城
口、桃花源机场等 12 处，常德经开区 3
处，鼎城区 5 处；一城四区主要道路分
车带、交通渠化岛、公园、广场绿地等

地栽种草花 170 万余盆；此外，武陵阁、
诗墙公园、步行城、柳叶湖、白马湖公
园大门入口处等还有较大型的组合花
坛摆放，以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迎接
2017年新春佳节的到来。

170万盆花卉扮靓春节常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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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创建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程文科）记者从日前

召开的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获悉，我市将积极创建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今年我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创建国家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全面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推进
安全生产动态监控、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指挥救援体系建
设，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

会议指出，市委、市政府已吹响了创建国家安全发
展示范城市的进军号，要加强落实力度，2017年是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年，一是打非治违持之以恒；二是今年的
一般责任事故全部调查，进行严格追责，真正达到抓实、
抓细、抓小；三是抓好专项整治；四是提高全民安全意
识。企业要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做好标准化建设。规
模以上企业要实行三级以上标准化建设，部分行业必须
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同时结合平安街道、平安社区、平
安学校、平安医院、平安机关等内容的建设充实创建国
家安全发展城市的内容。

本报讯（记者 焦阳 通讯员 谭博文）
1月16日，记者从市完美社区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获悉，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针
对完美社区建设为主题的摄影大赛活动。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摄影大赛

时间从前期准备到举办影展为期近1年
时间，即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此次活动所征集的作品要求内容精准，
以实拍近段的人、事、物为主，在硬件设
施的展示上，可用新旧对比的手法；要重

点突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试点社区、重
点项目、特殊对象、典型事物进行拍摄；
要以纪实为主，客观生动地反映完美社
区建设成果。此外，每件作品需要有简
要的文字说明。

此次摄影大赛稿件征集截至日期初
定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届时将邀请组
织专家对征集的作品进行投票，随后将
举行影展，对获奖作品进行集中展示，并
汇集成册，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完美社区摄影大赛邀您拍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