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城区大气污染
集中整治及联合督查启动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 通讯员 黄道兵）4 月 24 日上
午，按照市环委会安排，由市环保局、市住建局、市城管执
法局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市城区大气污染防治联合督查队
正式成立。即日起至5月31日，督查队将对市城区大气污
染进行集中整治及联合督查，解决一批长期存在、反复出
现的大气污染问题。

此次督查将重点整治工业污染、工地扬尘污染、道路
扬尘污染、露天焚烧垃圾和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秸秆、销
售高污染燃料、机动车尾气污染及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督查队分为江北城区组、江南城区组和夜间巡查组3个小
组，不间断地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日常督查。并对督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交办给相关区政府（管委会）和市
直相关部门处理，重大问题上报市环委会办公室，由市环
委会办公室进行交办，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问
题、及时交办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市环委会办公室会定
期将《联合督查通报》
上报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并在市主要
新闻媒体上公布。

走进建行常德市分行，一条“坚持创
先争优，打造一流银行”的大红宣传标语
赫然入目，一股党建领航千帆竞的奋进
之风扑面而来……

近年来，建行常德市分行党委积极
践行省行党委确定的“党建引领，文化兴
行”的办行方略，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第
一的位置，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促进转型
创新发展，迎来了同心同德谋发展，风清
气正干事业的可喜局面。

4月12日19时，建行临澧县支行的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一场主题为“党建引
领业务发展新热潮”的支部书记上党课
活动正在进行，陪同采访的市行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自“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行党委明确要求：

“两学一做”，重在真学，贵在实做。市行
党委带头，基层行党支部积极跟进，党委
书记和党委成员、基层行党支部书记带
头讲党课，党委组织部、纪委监察部派员

去各支部宣讲谈心，像这样的学习教育，
在该行已成为常态，仅今年以来就连续
开展了17场。

始终秉承“党建强，银行发展才能全
面过硬”的理念，建行常德市分行在“红
色引擎”强有力的推动和省分行党委的
坚强领导下突破困惑，迅猛发展。2016
年底，在全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和结构
优化升级的新常态中，该行各项业务逆
势强劲增长，存款新增保持领先，贷款达
到145.4亿元，比年初上升5位。其中中
小微企业非贴现贷款新增和个贷业务新
增均为全省第一。

该行党委书记、行长曾祥松感慨地
说：“党建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根本，我们
高举党建这面旗帜，从严治党，从严治
行，以党建引领行建，把夯实基层党建
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
全体员工中树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的思想品格，在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中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业务又
好又快发展。”

党建促发展 思想有支撑
谋良策，探出路。该行党委领导班

子深入基层，求真务实，通过广泛深入地
调查与研究，他们认为，快速发展需要从

“思想”上着手。
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和自身实际，该

行按照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基
层党组织的要求，以学习为抓手，着力提
升党员综合素质，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引
导，用主流文化占领员工的思想阵地，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行核心
价值观，把建行的经营理念、核心价值观
传导到基层、传导给员工。去年该行开
展大的思想政治教育20余场，员工核心
价值理念得到强化。

“思想达到一定高度，才有这些感人
的点点滴滴”，该行住房金融部一位副经

理提到同事们的举动，动情哽咽。老党
员陈薇曾因公负伤，仍主动承担分外工
作；党员刘国平甲状腺瘤手术后提前出
院，只因客户有需求，还未完全恢复就到
岗；一次发放了2亿元，面对堆成小山的
贷款资料需要整理，老同志舒伟仁细心
又耐烦……

说起这些，该行住房金融部主要负
责人也十分动容，“2014年和2015年，我
们个贷全市同业排名倒数第一，在通过
强化支部党建工作后，全部门提振信
心，担当、吃苦、责任意识增强，业务飞
速发展，个贷投放和新增跃至全市同行
业第一。” （下转7版）

党建领航千帆竞
—— 建行常德市分行抓党建促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石慧 通讯员 王文安 伍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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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今年在双季稻区全面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广集中育秧插秧面积10万亩以上。早稻机械插秧于4月13日开始，截至目前，该县早稻机插已完成65%。若天气
好，预计全县可在月底前完成早稻机插。图为4月20日，澧县涔南镇黑马垱村早稻机插秧现场。 本报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田菊英 王焕怡 摄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湖南省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
重要决策部署，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中央第六环境
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湖南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根据安排，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
间约1个月左右。

督察进驻期间（2017年4月24日-2017年5月23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31-81110879。

专门邮政信箱：长沙市440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湖南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
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
定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本报讯（记者 王敏 通讯员 任民）4月24日是新华书
店总店成立80周年纪念日。新华书店下南门店于4月1
日至30日面向全市举办“新华阅读嘉年华”活动，优惠购
书、图书联展、你朗读我送书等回馈活动受到市民青睐。

近年来，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市分公
司助力打造“书香常德”，在全市发展中心网点8家，支持
指导社区书屋14家、常规校园书店20家；探索全民阅读新
途径，举办读者见面会、签售会、读书交流会、名家进校园
等活动，吸引读者阅读；开拓线上订书业务——“阅达·智
慧书城”，主打全省城内购书“半日达”理念，全力为读者
提供便捷的阅读体验，努力构建积极向上、人人阅读的良
好读书氛围；反哺教育事业，每年于“9·8”助学日期间向教
育捐赠中心捐赠帮学助教款，近些年累计捐赠数千万元，
为全市各中小学校捐赠图书达6万余册。

新华书店迎来80周年诞辰

共享单车时下风行，不仅减少汽车碳排放量、绿色环
保，利于全民健身，还让市民出行变得更为方便。可一件
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伴随着一些问题。常德近一个月运行
的情况显示，共享单车无序、占道停放；有人用完车以后
停放到隐蔽处，不利于其他用车的市民寻找等等。共享
成了“放敞”，方便成了隐患。

作为共享单车刚刚兴起的常德，应该吸取其他城市
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出“后发优势”。加强对共享单车
企业的管理，促进企业规范运营，避免共享单车企业不顾
城市承载能力盲目投放车辆的现象；推荐停车点，为共享
单车停车规范提出指导性建议，引导共享单车规范停车；
对恶意破坏、毁弃、盗窃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
行处罚……还有要建立诚信机制，真正让共享单车为市
民们所用，惠民利民，而不至于陷入管理困境，给城市带
来“麻烦”。

共享单车考验的是城市的管理智慧。共享莫“放
敞”，才能让常德城市更美、生活更好。

共享不等于“放敞”
□龚金安

本报讯（记者 韩冬 通讯员 唐芳）昨日，记者从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百日会战”行动第二次媒体通气会上获
悉，自2月28日全省公安交警部署开展集中打击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百日会战”行动以来，截至4月20日，全市因涉
嫌醉驾、毒驾、无证驾驶、驾驶“三无”机动车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行政拘留498人，刑事拘留88人。

据统计，近两月来，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9.4296万起，其中，客车超员1128起，重点车辆超速547
起，疲劳驾驶查处12起，涉牌涉证1.0549万起，酒驾毒驾
1562起（醉驾40起，毒驾2起），非客运车辆违法载人查处
3552起，城市交通乱源查处17.3697万起，其他10.3249万
起。全市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同比大幅下降，其中事故起
数下降 55.8%，死亡人数下降 60.87%，受伤人数下降
53.7%，直接财产损失下降39.17%。

为深入推进“百日会战”行动，下阶段我市将重点加
强工程运输车、危化品运输车、公路客车重点管理；重点
打击超员、超速、疲劳驾驶、涉牌涉证、酒驾毒驾、非法载
客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两客一危一校”运输企业的重
点监督检查；加强重点车辆隐患整改、道路安全隐患整改，
将农村和国省道路隐患纳入“生命防护工程”挂牌督办。

“百日会战”近两月
行拘498人

武陵区是常德市中心城区，现辖 3
个乡镇、11个街道、25个村、102个社区，
4月17日在全市率先全面、圆满完成村
（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

选优配强好班子，锻造基层铁军，
是实现“率先五个常德，建设美好武
陵”的基础。此次全区新当选村（社
区）党组织成员 235 人，女性 113 人，平
均年龄 37.5 岁，大专以上学历 218 人，
其中本科 72 人；新当选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57人，女性20人，平均年龄38.5
岁，其中 35 岁以下、本科以上文化的
10 人，实现了选出年轻化、知识化、群
众认可度高的村（社区）党组织班子的

目标。

调优结构，让更多有能力
的年轻人挑担子

张娟，31岁，本科学历，当选为丹洲
乡义渡村党总支书记一周，就已将全村
15个小组大致走访了一遍，村里有威望
的老党员、老支书，能人大户、特困家庭
也一一走访了解了情况。对这个曾经担
任广州一家外贸公司驻义乌办事处外贸
经理的新支书来说，在乡党委的多次宣
传和鼓励下，放弃在外打拼多年积累的
资源回乡，正是对家乡、对自己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我想把 20 年前畅销国内的
义渡榨菜重新做起来，并将其打造成成
熟的产业；抓住未来5-10年丹洲生态城
上百亿投资建设的机遇和地处四桥边的
交通优势，发展集体经济。”

张娟不是个例。丹洲乡丹砂村党
总支书记谢红、夹街社区党总支委员
杨华和杨伊磊、楠木村党总支委员宋
玉玲都是 90 后，其中杨伊磊还是湖南
农业大学毕业的硕士；28 岁的太平村
党总支书记李洋在参选前已经有自己
的公司，其余 2 名委员也都不过 30 岁、
31 岁。对他们而言，村（社区）工作是
一片崭新的天地，更是一块成就自我、

回报社会的热土。
在丹洲乡党委书记龙一武看来，

和以前单纯的服务群众生产相比，村
（社区）干部工作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
达到位、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位、把
群众的问题记在心里化解到位，并在
此基础上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村（社区）
集体经济。而要做到这4 点，选出年轻
化、知识化的班子，用创新思维、现代
方法、互联网平台为工作助力无疑是
必要，也是必须。

丹阳街道下辖 9 个社区，此次社区
党组织换届选举出了7名新书记。如此
大比例的调整，换届选举顺利完成，“老”
书记们功不可没。

（下转2版）

风清气正赢民心
——武陵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夏孟琦 通讯员 杨洋 张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