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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从“关键少
数”抓起，为“抢抓新机遇，建设新江南”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组
织保证，4月5日，鼎城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暨全面从严治党第一期集中轮训班开班。所有在家的区级
领导干部和科级单位一把手做到认真听课、做记录和积极讨论。
图为轮训班现场。

本报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张鹏 吕俊 蒋志斌 摄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朱
勇）近日，石门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
稽查队、石门县交警大队楚江中队在
S308线联合检查时，及时制止了一例
违规从事危货运输的事件。

当日上午，稽查队员和交警在
S308省道进行联合检查，发现一辆普

通轻型货车行为异常，行驶很缓慢，
稽查队员和交警立刻上前进行检查，
而在驾驶室车窗进行询问时，就能闻
到明显的疑似火药的刺鼻性气味，
对此，稽查队员及交警立刻引导该
普通轻型货车靠边进行详细检查。
经查，该普通轻型货车所运输货物

为烟花鞭炮，车上共有吉祥礼炮 40
件、银光雷 10 件、电光炮 6 件、鞭炮 8
件，据驾驶员张某讲，该车烟花鞭炮
是邓某雇请张某从临澧县合口镇运
输至石门县的。该车及所属人都不
具备危险品货物运输资质，无任何安
全防护措施、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为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立即对
该车进行摄像取证，制作了现场笔
录，并依法按无证从事危险品运输对
车辆实施暂扣，同时交警部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对驾驶员张某实施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无证运输危险品，拘留！

柳叶湖路政养护合力除险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罗霄）4月5日，柳叶湖白鹤山

路政、养护人员齐心协力，及时处置了一起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当日下午，白鹤山路政人员巡查至S238线肖伍铺路段时，发

现有大量碎砖和碎石散落在路面上，如不及时清理，将严重影响
过往车辆安全。情况紧急，路政巡查员们当即将执法车辆停于前
面并打开警示灯、鸣警笛、用喊话器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同时
迅速将情况上报值班领导，联系养护站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共同处
置。为保证碎石清理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最短时间恢复道路畅
通，路政员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利用无车辆通过的间隙加速
将大的碎砖清理出路面，保证公路能半幅通行，防止发生交通堵
塞。在路政人员和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2小时的紧张
抢险作业，行车道上的碎石清除完毕，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排除，道
路恢复了畅通。

市安监局向社区捐赠图书
本报讯（记者 杨力菲 通讯员 詹庆军）日前，市安监局工作

人员到武陵区南坪街道沙港社区，向社区捐赠了安全法律法规、
安全宣传手册、安全亲子常识、安全文化散文选集等资料。

本次活动是市安监局开展的“学雷锋”志愿者服务活动暨赠
书活动。在接过赠书后，沙港社区负责人对市安监局给予社区的
大力支持表示十分感谢，并表态一定会把这些安全书籍用活、用
好，为常德市创建全国安全发展城市贡献应有力量。赠书仪式结
束后，志愿者们对沙港社区附近门面、街道上的垃圾、杂物、灰尘
污垢等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共计清除垃圾3车，大大改善了社区
环境卫生。

我市社科界喜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本报讯（记者 李张念 通讯员 雷春桃）4月7日，记者从市社

科联获悉，在近日落幕的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第28次工作会议
上，我市一批社科组织、社科工作者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

据悉，此次会议共有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39个大
中城市社科联和社科组织代表参加，探讨“改革与城市发展”的
新思路新做法。我市社科联以《用哲学科学引领城市发展》为
题作典型发言，探析常德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相关经验。会
上，常德市礼仪文化协会、常德市户外文化研究会、常德市档案
学会3个社科组织获“全国先进社科组织”称号；常德市抗战文
化研究会会长刘树高、常德市沉香协会会长钟玲、常德市知青
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3名社科工作者被评为“全国社科工作
先进个人”。

明前茶开采了。3月31日，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开始采摘明前茶。附近的农民在此采摘50克合格的一叶一心可获得23元的工钱。目前新茶不多，一天只能赚50
元。再过几天，进入采茶高峰期，熟练农民一天可赚200元左右。图为4月1日石门县白云镇鸡鸣桥村村民在白云山林场茶园采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吴琼敏 摄

安乡海事部门启动年度核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王琳）为加强水路运输市场监

管，规范从业者经营行为，近日，安乡县地方海事处启动年度核查
和换证工作。

核查的主要内容为经营业主上一年度遵守国家水路运输
法律、法规及交通主管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况，有无超越经营范
围、违章经营的情况，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责任的落实情况和
相关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运输船舶的经营资格和有无违规
违章行为及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运输船舶有关证书是否相
符、有效、有无篡改船龄和报废船舶继续从事营运的情况，切
实落实经营人对所属船舶的安全管理责任，打击违规操作船
舶。本次核查工作与《水路运输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年
审换证工作同步进行，将在4月底完成。

本报讯（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谭
笑声）日前，江南城区桃花源路辅道新
建工程项目正式开工，拉开了阳明湖
板块今年大开发大建设的序幕。

阳明湖板块规划面积 12.5 平方
公里，是市委、市政府定位的常德城
市新中心、泛湘西北区域科技创新
资源汇聚平台、省级产城融合示范

区、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点，阳
明湖板块是江南城市建设的扛鼎之
作，也是常德未来的城市新中心。

今年来，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加
大招商引资和服务力度，阳明湖公
司全体工作人员撸起袖子，铆足干
劲，全力推进“913 工程”（9 条道路建
设、1 个水系综合治理、3 个单体建

筑）全面开工，为“抢抓新机遇，建设
新江南”作新贡献。据了解，此次桃
花源路辅道新建工程项目北起江南
大道，南至杨家港路，道路全长 397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其中行车道
宽 14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 5 米。道
路由阳明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建设，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

司负责施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
拉伸阳明湖板块路网骨架，同时更
加方便市民出行。

阳明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贺盛福告诉记者，阳明湖板块建设
将掀起热潮，从今年3月开始到年底，
阳明湖板块规划区域内每个月都将有
1至2个项目开工建设。

阳明湖建设起热潮 每月都有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吴
小燕 杨鹏）近年来，鼎城区十美堂镇
狠抓农产品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抓好品牌建设，有效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调整，从而促进
了农产品生产转型、提质和升级。

十美堂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适
种、宜养的品种繁多，农产品商品率在
80%以上。近年来，镇党委和政府从
实际出发，瞄准市场，因地制宜，大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调整，他
们按照自然资源分布情况，因势利导，
调整并培育出 10 大特色产业。一是
河洲甲鱼产业园，形成万亩甲鱼示范
效应。二是鸟儿洲湿地公园文化，优

化生态走廊环境，搭建起各类文化、生
态旅游平台。三是水果风光带，结合
精准扶贫项目，引进新品种，建成了美
润果品、月旺香黄梨等优质水果采摘
基地，其中三红蜜柚达5000亩。四是
万亩十美香米、勇福富硒米基地，全镇
9万亩水稻正进行绿色注册认证。五
是万亩油菜花海，抓主景区硬件基础
建设，融入文化创意，既增加油菜收
益，又扩大旅游收人。六是万亩太空
莲，变农产品产区为景观资源，结合太
空蓬花期长的特点，开辟新的农业旅
游线路，延伸旅游链条。七是德六味
千亩中药基地，在土地流转中使德六
味产品落地，快速扩大种植面积。八

是蔬菜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基地，加快
无公害化蔬菜认证，提升产品包装、冷
藏、保鲜运销档次。九是畜牧养殖，森
林土鸡、滨湖水牛、山羊以及黑山土猪
养殖形成气候，正向品牌化生产过
渡。十是鸟儿洲坛坛菜，兴办一批蔬
菜加工企业，增加了附加值。

同时，镇里认真培育农村新型经
营主体，扶持龙头，形成全镇农业供给
侧改革调整的领头雁。全面清理和规
范了7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让农
民抱团闯市场。引导 34 个家庭农场
搞好品牌项目对接，让每个家庭农场
亮点突出、科技含量高、项目创新好、
品牌意识强。以鸟儿洲农特产品有限

公司为龙头，在万亩太空莲开发的基
础上，加强对精品毛菜油及非转基因
豆制品加工品牌的创建，完成绿色食
品认证注册。

他们还着力加大了农业科技投
入。平时除了积极搞好科普宣传外，
镇里还经常组织科技人员下到村组
和农户家里手把手地传授新科技。
对全镇重要规模农产品加快了无公
害、绿色有机认证，做好商标注册，保
护本土知识产权，使一批家庭农场和
大户经营变为了科技示范户。目前，
全镇已创建数十家农产品电商平台，
共唱农产品大戏，进一步促进了产销
的畅通。

调优结构 培育主体 创立品牌

鼎城区十美堂镇农业供给侧改革效果好

本报讯（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成
浩）日前，一旅游大巴车驾驶人因连
续驾驶超过 4 小时未停车休息，涉嫌
疲劳驾驶交通违法被鼎城区交警部
门查处。

3月22日23时48分许，市道路运
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报警显
示，一辆行驶在 240 省道鼎城区石板
滩镇路段的大型普通客车已连续行驶

超过 4 小时以上，驾驶员涉嫌疲劳驾
驶违法。随后，鼎城区交警大队“百日
会战”行动领导小组抽调警力组成专
案组，对该起严重交通违法展开核
查。民警通过调取市交通运输局客运
中心GPS监控数据，查明了该车3月22
日19时40分从长沙黄花机场T2-P2
停车场驶出，到23时48分行驶至240
省道鼎城区石板滩镇路段被监控报警

前后近5个小时的运行轨迹。随后又
提取了该车的行车记录仪及车内监控
的相关视频资料，掌握了车辆长时间
行驶和驾驶人未按规定停车休息的影
像证据。专案组民警还依法对该车驾
驶人进行了询问。目前，鼎城区交警
大队正对该案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了解，该驾驶人因连续驾驶超
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

少于20分钟的交通违法行为，将被处
以罚款 200 元、记 12 分的严厉处罚。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等相关法规，驾驶人所持A1A2驾驶证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其最高
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将被注销，驾驶人
需在30日内办理降级换证，意味着该
驾驶人将不再具有驾驶大型客车的准
驾资格。

大巴司机疲劳驾驶，查处！

飞泓光电新产品推荐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顺）4月1日，飞泓光电新产品推荐展示会

在鼎城区灌溪高新技术产业园开幕，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市科技局、市城管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鼎城区灌溪高新技
术产业园、鼎城区科技局、鼎城区工信局等单位代表出席了会
议。

在科技瞬息万变的时代，在照明行业要求越来越高的现代都
市，飞泓光电凭借时尚设计的外观、高效节能的产品、安全智能的
科技脱颖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中国光电于荒地中崛起，
领跑LED智能制造领域，创造“飞泓”品牌。

常德市飞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0月入驻常德高新技
术产业园，公司总投资500万元，巨资引进国外进口流水生产线，
装机容量50千伏安。现有职工32人，专业技术人员占8人。从
事户外照明、室内商业照明及舞台灯具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
产品有：LED智能节能路灯、洗墙灯、投光灯、景观灯、高杆灯、工
矿灯、COB射灯、筒灯、透光灯、壁灯、点光源等20个系列，近500
个品种，年生产能力达200万件，产值可达5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赵
文君）4月7日，记者从澧县工伤保险
处获悉，今年第一季度，澧县工伤保险
征缴额再创新高，达 1400 多万元，相
比去年同期增长 68%，累计参保单位
1155家，参保人数达53964人。

为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风
险，保障企业职工权益，提升工伤保
险保障水平。今年来，澧县工伤保
险处以工伤保险政策宣传为推手，
打开了工作局面，收到了令人满意
的成效。

他们进企业，下工地，深入一线向
企业和职工宣传工伤保险有关政策，
提高《社会保险法》和《新工伤保险条
例》的知晓率。同时列举身边案例，用
看得见的事实，让企业和职工明白了
工伤保险对于企业的意义。结合数据

分析，让企业和职工明白购买工伤保
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工伤保险
政策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企业和职
工对工伤保险的认识和认可程度逐步
加深，企业购买工伤保险的热情逐步
提高。

澧县工伤保险参保单位达115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