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人防工作第三片区座谈会在常召开

突出重点工作 落实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 通讯员 卢华）日前，全省人防

工作第三片区座谈会在常德召开。会议就2017年全省人
防绩效评估和举办“城市建设人民防空专题研讨班”工作，
征求湘北地区人防部门意见建议。省人防办党组成员、副
主任舒平主持会议。常德、益阳、岳阳、张家界及其省直管
县人防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围绕全省人防绩效评估的考核方式、考核内
容、指标设置、成果运用等内容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绩效考核评估事关人防事业发展，考核方
式要更加科学合理，考核内容要更加突出重点，指标设置
要更加实事求是和具可操作性，成果运用要更加充分，切
实发挥考核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大家对举办专题研讨班
的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及时间等也提出了相关
建议。

舒平表示，将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进一
步研究讨论，让绩效考核评估方案更加完善。他同时要
求，各地要围绕落实全省和各地人防“十三五”规划、省委

《实施意见》，认真研究
考核指标，突出重点抓
工作，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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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集中宣传
“12331”食药投诉举报知识

本报讯（记者 徐睿 通讯员 贺可馨）日前，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联合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在常德河街
春秋广场举行“12331”投诉举报主题宣传日活动。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杨新辉，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唐恒忠参加
此次活动。

围绕今年“12331 守护食品药品安全”的主题，市食药
监局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咨询台，食品检验所
针对消费者购买的蔬菜、水果、肉、食用油等食品，免费提
供快速检测；药品检验所开展真假伪劣食品、药品、化妆品
的识别知识宣传，并现场与观众开展真假识别互动活动；
应急宣传科和投诉举报中心现场发放安全资料宣传单并
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活动当日，共制作宣传展板35块，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3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67起，参与人
数达3500余人次。

据介绍，开展“12331”主题宣传日活动，旨在促使投诉
举报工作向长效机制转变，进一步延伸食品药品监管触
角，让热线电话成为食药监系统服务群众的窗口和公众表
达食品药品安全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使“12331”成为广
大市民食药安全的维权利器。

4月4日，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尽管花期已近尾声，桃源县黄石镇花园
村的桃花谷，仍然迎来了许多前来赏花
的游客。

“谷主”徐成很是高兴。以往只知
道卖桃，没料到赏花也会引来如此高的
人气，更坚定了他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
信心。

徐成是土生土长的花园村人，曾在
桃源县城从事营销工作多年。2002年8
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黄石镇的朋友给
了他一个红红的脆蜜桃。这个季节还
有桃子，他感到奇怪，吃了几口，觉得口

感很好，又甜又脆，忙问是哪里产的。
朋友说，就是你们花园村的。

徐成越发好奇。原来，花园村百多
亩山林由于离村民居住区较远，以前一
直荒着，镇林业站将它开发种上了脆蜜
桃，但是苦于无人管理，收效不明显。
朋友说，可惜了这么好吃的桃，却找不
到人牵头来种。徐成动了心，跟随朋友
去山间看了看。他想，自己是花园村
人，又有营销管理经验，何不回村发展
种植业？干得好，也是一种实践。

徐成下定决心，和镇林业站一联
络，当年即租下150亩山林，接手种起脆

蜜桃。“当时桃树很大，平均有四五米
高，结的果大小不一。我逐年将桃树剪
枝，让它矮下来，现在多数只有一人高，
每棵树结的果也会控制，一般只有几十
个，这样保证果实营养充足，每个桃子
都能长得大，味道好。”

经过3年的摸索，种桃的经济效益
十分可观。2005年，徐成决定将这份产
业长久做下去，和镇林业站签下150亩
山林30年的经营合同，建起了桃源县科
丰脆蜜桃基地。采用无公害规范技术
生产，通过套袋，延长生长期，使桃果圆
形、端正，果肉绿白色、浓甜质脆、香味

纯正，每年 8 月中上旬上市后，供不应
求。

穿行于桃花林中，记者与徐成聊了
起来：

“您去年种桃每亩有多少收入？”
“每亩大约在2万元左右。”
“哟！这很可观了！”
“还行，除去开支成本，也就剩个几

十百把万吧。”
前些年，每到桃花盛开的季节，周

边不少人便自发来基地游玩拍照。徐
成的桃林和别处不同，每一棵树都好似
一处盆景，造型别致。初见，总会让人
印象深刻。

能不能更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经过思索，去年，徐成将基地面积扩
大到300多亩，在基地开发引进9月底成
熟的富硒九月红蜜柚、10月下旬成熟的
富硒三红蜜柚、10月成熟的富硒黄金蜜
柚、12月上中旬成熟的富硒四季红蜜橘
等名优水果品种，让基地下半年几乎月
月有果采，成为游客享受户外自采、亲子
活动为一体的旅游观光农业园区。

去年11月，徐成联合两个好友，成
立了桃源县乡野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公司依托基地，结合黄石湖丰富的
旅游资源，打造集度假旅游、原生态乡
土美食、自采、果树认养、富硒农产品创
新为一体的观光农业综合平台。第一
步便是在脆蜜桃基地建设桃花谷，打造
十里桃花的艺术景观。

从事种植业10多年，徐成深深感到
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发展产业，进行创新。而农村人口老
龄化严重，60岁以下的劳动力短缺，土
地流转困难等，是他感到制约产业发展
的主因。

不过，哪怕有困难，徐成仍很乐
观。他表示，在家乡的产业实践会继续
下去。他说：“我今年50岁，正是干事业
的年纪，我有信心，在花园村实现我的
产业梦，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说到
此，眼望漫山遍野的桃花盛景，笑容不
经意地在他黝黑的脸上浮现出来。

本报讯（记者 王敏 通讯员 蔡文
宝）3 月 20 日至 28 日，市财政局抽取
6 名内控建设专家对 211 家市直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手册进行了细致
评估。此次评估，旨在进一步发挥我
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专家
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作用，更好地编制

2016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
作报告，推进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建设工作。

专家评审组认为，我市大多数市
直单位对内控建设工作重视，方案制
定科学管用，各项制度全面细致，工
作流程梳理到位，风险点查找准确有

效，措施具体操作性强。但同时，也
有少数单位对内部控制建设重视不
够，内控手册制定结合单位实际不紧
密，照抄照搬，东拼西凑，质量不高。

据介绍，下一步，市财政部门将
充分应用评估结果，督促市直各单位
进一步梳理完善内控工作方案制度，

查 漏 补 缺 、狠 抓 落 实 ，为 汇 总 上 报
2016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奠定基础。

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手册接受评估

村民徐成的产业实践
□本报记者 胡秋菊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4 月 7 日，
常德市建筑行业协会与中国首家 5A
级税务师事务所尤尼泰共同在市城区
凯悦大酒店举办建安行业财税专题培
训，我市 250 多名相关从业人员参加
了此次培训。

去年 5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全面

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率的
高低是影响“营改增”能否有效降低建
筑安装企业税负的重要因素。税率过
高，将严重打击建筑安装企业的积极
性；税率过低，又将影响政府的财政收
入。因此，建筑安装业“营改增”的推进
必须合理设置增值税的税率。针对这

些情况，此次培训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
局《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评估模型及
案例》主编和全国税务系统业务能力培
训教材《房地产税收管理实务》主审之
一、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研究生
讲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特聘讲师贾
忠华主讲。贾忠华围绕经营风险、纳税

规划、实务应对营改增后建筑安装行业
3大方面，从营停征与增开征、原始凭证
与专用发票、行政处罚与刑罚、预征率
税率和税负率、会计核算与涉税处理、
关注问题与困惑等6点内容系统地进行
讲解，帮助从业人员调整财务管控的思
维定向，建立筹划应对新技能。

250余人接受建安行业财税业务培训

14名常德会战英烈亲属来常
本报讯（通讯员 尹恒）日前，常德会战牺牲英烈亲

属考察团欢迎会暨常德抗战英雄纪念城研讨会在市商务
局召开。14名常德会战英烈亲属共聚一堂，回忆英雄生
前事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会战之一，被誉
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具有一定地位。近年来，我市着力挖
掘抗战文化资源，打造“抗战英雄城”文化品牌，传递常德
会战中的历史文化价值。

研讨会上，年逾 80 的英烈亲属蓝毓云作为代表发
言。蓝毓云的兄长为常德会战期间牺牲的74军炮团3营
上尉连长蓝毓林。回忆兄长生前抵抗日军、保家卫国的
英勇事迹，蓝毓云几度热泪盈眶。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
铭记先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把哀思化为动力，为常
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津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经验
全省推介

本报讯（通讯员 车四友）日前，在湖南省司法厅组织
召开的全省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会上，津市市与新化县、岳麓区三个县（区）的司法局
负责人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津市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经验在全省推介。

近年来，津市市司法局负责人以“着眼于维护群众
利益，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题，从 3 个方
面介绍了津市市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取得的成效。
一是以“全覆盖”为目标，打造高标准的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二是以“抓规范”为导向，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机制；三是以“促满意”为核心，全面推进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效运行。该局负责人表示，2017
年，津市司法局将全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为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 文凌燕）日前，国内
首部交通安全“后时代”音乐剧《生命的
呼唤》新闻发布会在常德市新闻发布厅
召开。

据悉，该剧由《斑马线》《等待》《生
命的呼唤》三个小品和原创歌曲、舞蹈

有机构成，还将引用 3D 技术和全息成
像技术等手段，给观众呈现一台完美的
高科技艺术作品。湖南文理学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承接该剧的排演是湖南文
理学院教学科研与文化市场的一次对
接。该剧将以湖南文理学院艺术表演、

音乐舞蹈专业师生和常德市湘楚歌舞
剧院联合组建演出班底，4月正式开始
排练，5月进行合成、联排、彩排。音乐
剧出品方表示，这台剧排练成型后，将
在“全国交通模范城市——常德”举行
首演，然后再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目前，该剧已正式启动剧组组件和
演员招聘工作。具有一定艺术天赋和
表演才华的市民，可登陆湖南隆飞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官网，点击首页中

“我要报名”即可储备信息，剧组将在统
一时间约见演员，进行面试。

音乐剧《生命的呼唤》常德出品
■ 系国内首部交通安全“后时代”音乐剧

桃花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休闲桃花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休闲。。图为人们在桃花林中拍照留念图为人们在桃花林中拍照留念。。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朱
俊波 杨忠）4月7日，记者从汉寿县交通
局了解到，该县坚持“无特殊领域、无特
殊项目、无特殊企业”的治超原则，对沅
澧干线六号大道（汉寿段）建设工地进
行了驻地监管，现场督导项目施工单位
重点解决运输车辆不规范、超限超载、
沿途洒落等问题。

据介绍，汉寿县成立了建设工地治

超工作领导小组，督导建设单位在工地
进出口两旁修建围墙，严控进出工地车
辆，保障了治超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沅
澧干线六号大道（汉寿段）建设工地总
进出口设置值班岗，组织人员每天分两
班值守，每班5人。值守人员佩戴袖标，
对进出工地车辆实行逐辆检测与登记，
坚持“四不准”，即不准非法改拼装车辆
进出工地，不准无证无牌车辆进出工

地，不准超限超载车辆进出工地，不准
无覆盖车辆进出工地。对非法改拼装
货运车辆（含农用车）发现一辆查扣一
辆、强制恢复一辆；对无牌无证货运车
辆，做到发现一辆、收缴一辆。同时，要
求施工单位全力配合现场执法人员真
正做到逢车（货车）必检，对超限超载、
非法改拼装车辆落实“一车四查”，即查
超载车司机、查车主单位、查货源单位、

查改装单位，严厉打击冲关闯关行为，
确保建设工地超限率为零。

目前，六号大道（汉寿段）建设工
程进展顺利，建设工地治超工作管控
良好。

汉寿驻地监管建设工地治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