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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力菲 通讯员 田远斌）借助2017
年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周（简称“港洽周”）的平
台，昨日上午，常德（佛山）投资推介会暨重大项目签
约仪式举行。会上，我市60个重大项目达成投资协议
或签约，投资项目数排名全省第一，总投资额达756.23
亿元，位居全省第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水平
出席推介会并讲话。

4月25日至29日，由省政府主办、省商务厅承办
的本届“港洽周”在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地区同时展
开，主场地设在香港，主要包括高层拜访、香港工商界
知名人士恳谈会以及湖南与澳门经贸交流等活动。
14个市州将分别在香港或珠三角地区举行20场经贸
活动。推介会达成的60个签约项目中，13个为省签项
目，投资100亿元的多功能复合型肥料及土壤修复治
理科技产业园项目、投资50亿元的常德模块化半导体

照明产业园项目和投资2亿元的汽车配件、精密橡胶
产业生产项目为25日签约的省签现场项目。投资100
亿元的国龙新能源汽车项目、投资10亿元的鑫曜智能
手机产业园项目、投资9.8亿元的溢多利生物医药产
业园项目等57个项目在推介会现场签约。

此次签约的项目涉及重大工业、基础设施、民
生保障等领域。从签约类型来看，合同项目 50 个，
总投资 468.63 亿元；协议项目 10 个，总投资 287.6
亿元。从产业类别来看，工业项目 39 个，总投资
371.9 亿元；农业产业化项目 4 个，总投资 8.2 亿元；
服务业项目 17 个，总投资 376.13 亿元。据悉，我市
全年将实施重点项目 500 个，完成投资 1300 亿元，
支撑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以上，确保投资增
收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朱水平向佛山企业全面地介绍了常德。他说，

常德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充
满希望，前景无限，欢迎佛山企业来常投资兴业。
目前，常德正围绕“港资进常”“港企进常”“常品进
港”这一主题，通过高层交流、产业对接、项目洽谈
和贸易合作等方式，促进珠三角优势产业、市场和
我市优势资源对接，全面实施“创新引领、开放掘
起”战略。

推介会重点推介了常德经开区、常德高新区和桃
花源旅游管理区。佛山市副市长赵海表示了对常德
客商的热烈欢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何新民等3位企业家作为客商代表发言。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华，市政府副市长
杨成英，常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尹正锡，常德经开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育智，市政府秘书长周
代惠也出席了推介会。

“港洽周”我市引进项目60个
■ 签约项目数全省第一

■ 总投资756.23亿元 全省第三

4月24日，我市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在武陵区排云阁举行。此次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畜牧兽医水产局承办，共向沅江投放的鱼苗鱼种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鳊
鱼、鳜鱼共950万尾。图为放流现场。 本报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胡洪银 摄

市水文局
积极创建省级文明标兵单位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 通讯员 童自华）在去年成功创建
省级文明单位的基础上，4月19日，市水文局召开创建省级
文明标兵单位动员大会，对今明两年的创建工作进行了部
署。据了解，目前，市水文局已制定创建省级文明标兵单位
工作方案，创建内容包括管理制度、工作业绩、先进典型、文
明礼仪、日常活动等方面。

近年来，市水文局从整体策划、方案制定、组织实施、日
常检查、全面考核全过程精准发力，加强环境建设改造、创建
阵地建设、行业职能落实、社会优质服务和文化建设等，通过
示范引领，带动全局职工积极投入创建工作。会议要求，全
局上下要对照考核指标，在细节上做好文章，在规定动作上
不失分，在创新上多加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根据任务分
解表的安排，认真领会工作重点难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
措施，做好相关工作；要落实《市水文局2017—2020年文化
建设规划》，开展好文化讲坛、“弘扬优良传统、重温历史记
忆”等活动，建好文化阵地。

市水文局各科室及区县局负责人分别递交了文明创建
责任书。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汤
晓见）近日，武陵区召开2017年公路治
超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武陵区今年将
全面落实源头监管责任，突出路面整
治，提高联合执法能力，严查超限超载
问题。

武陵区现有混凝土搅拌企业5家，
在建工地110多处，大型砂场6家，货运
企业48家，小型砂场8家。2016年，全

年全区共检查货车1653台，653台非法
改拼装车辆被查处。今年，武陵区将把
工作重点落实到每季度，按季度对源头
监管机制落实情况、货运车辆非法改拼
装整治情况及非法改拼装窝点调查情
况、路面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的落实
情况等逐一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逐项梳理和督办。为了把治超工作
抓细抓实，武陵区治超办制定了可操

作性更强的治超工作考评细则，并严
格按照相关治超工作考核评分细则的
标准打分。同时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明
察暗访，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督办。
对被督办的责任单位整改不力、治超
效果没有明显好转和在省市明察暗访
中被发现的问题较严重的，启动治超
工作约谈机制，由区政府主要领导约
谈相关负责人，约谈及整改情况纳入

年度绩效考核。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在
治超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治
超职责的，严格追究责任，确保今年治
超工作再上台阶。

武陵区部署2017年公路治超工作

强化源头监管 突出路面整治

全市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攻坚行动

本报讯（记者 武大为）4月20日，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会议召开，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道安委常务副
主任唐恒忠，省运管局党委书记李剑雄，市政府副市长曾艳
阳出席会议并讲话。

为预防和减少我市道路交通事故，市道路交通安全委员
会决定，在全市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攻坚行动。行动坚持
公路安全与城市畅通并重，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突出重
点，全面开展隐患整治攻坚，全面提升交通安全管理的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曾艳阳强调要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全
面深入推进公路治超工作，积极维护公路系统的稳定。李剑
雄要求，要充分认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清零行动的重要意义
并深入开展该项行动。

唐恒忠指出，要对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有新的认识。道路
交通安全在整个安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道路交通
安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要旗帜鲜明，毫不留情启动史上
最严交通执法。严管重点车辆，严查重点违法行为，严防
重点隐患，提升执法手段。要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生产中各
主体的责任。

一男子疲劳驾驶
交通违法被查处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刘小满 方珍）4月17日，
因涉嫌疲劳驾驶违法的驾驶人刘某依法接受市交警支队直
属一大队传唤。在铁的事实面前，刘某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
为。大队对刘某作出罚款200元、记满12分的处罚决定，并
降低其最高准驾车型A2，驾驶证扣留期间将不得再驾驶机
动车。这是“百日会战”整治行动中大队查获的首例疲劳驾
驶交通违法行为。

4月11日18时，民警通过GPS设备定位系统平台报警
信息发现，湘J09××的重型罐式货车（使用性质为危险品运
输）于4月11日12时32分至17时42分，从贵州省铜仁市碧
江区开往德江县，连续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
且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大队民警立即与运管处、车
辆所属企业联系。经过调查取证，发现设备报警情况属实，
该货车驾驶人刘某存在疲劳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办案民
警立即锁定违法证据，依法对涉嫌疲劳驾驶交通违法的驾驶
人刘某进行传唤，并依法给予处罚。

2017年市直机关党的工作会议

全面从严治党在机关党组织
和党员中落地生根

本报讯（记者 李白）4月21日，市直机关工委在柳叶湖
管委会一楼会议室隆重召开 2017 年市直机关党的工作会
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梁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罗先东作工作报告。

会议中指出，2016年以来，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在市委
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市直各单位培训党员 10 万多人次。
广大机关党员积极投身新常德新创业实践中去，发挥了先锋
模范作用。51个市直单位被评为全市绩效优秀单位、9个市
直单位被评为省级文明标兵单位、22个单位被评为省级文
明单位。

罗先东安排部署了2017年机关党建工作，要求市直机
关党建工作继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机关党的思想、组
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推进机关党的建设向纵深发
展，改进市直单位绩效评估工作，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在新常德新创业中积极作为，为实现“一三五”发展
战略作出新贡献。

梁仲对市直机关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要进
一步明确党组织“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要找准
位、定好标、出对招，确保市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
的18项举措在机关党组织和党员中落地生根。他强调，市
直党建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机关党的建设。要
继续加强队伍自身建设，才能有力推进机关党的建设。要
紧紧围绕“新常德新创业”“四大会战”中心大局将党的建
设工作与机关的业务工作深度的融合和有机的结合，务实
开展机关党的建设。

（上接1版）
48岁的杨立群2000年开始先后在

紫桥社区任主任、书记，2009年至换届
前在北正街社区任书记，工作出色，先
后获得区、市、省各级表彰，因任书记年
限超过15年不再作为提名人选。“第一
次找我谈话时，坦白说我有点懵，脑子
里全是今年安排好的工作，毕竟为社区
倾注了半辈子的心血，对这份工作、社
区居民都有了深深的情感。”但服从安
排是杨立群一贯的作风，她很快调整好
心态，并且在社区内广泛扎实地宣传换
届选举工作，向支持的居民们做出自己
退出选举的解释，“社区工作千头万绪，
考核标准、群众要求都越来越高，让精
力更充沛、头脑更灵活的年轻人来唱主
角，会带领社区更好地发展。”

丹阳街道党工委书记丁华力说，
“老”书记虽然卸任，但不能让他们泄
气。对因年龄、任职年限不能继续提名
的上届社区干部，将按照区里政策，通过
选派为党建工作指导员、非公企业和社
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在街道中心
项目担任基层负责人等方式继续发挥作
用，同时鼓励他们做好传帮带，对新班子
扶上马后再送一程，真正顺利换届。

优化议程，给全体党员上
一次深刻党课

芦荻山乡台家铺村是此次换届选

举的试点之一。为什么选在这里试
点？武陵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村是去年 9 月由原罗家岗村和原台
家铺村合并而来，合村时就发生过原村
党总支书记带头煽动党员群众上访闹
事的事情，合村工作现在虽然已经完
成，但还没有完全实现合村合心，宗派
势力影响比较大，矛盾纠纷多。如何破
局？就以此次换届选举为契机，给全体
党员上一次深刻党课，通过党员的示范
力量带动全村风气的转变。

通过前期大量认真扎实的基础性
工作，4月7日，在山东务工的党员何跃
进请假回来了，党员何永华从武汉赶回
家乡，村里七八十岁的老党员也坐车来
到了设在乡政府礼堂的党员大会现
场。一进会场，每名党员都发了一枚鲜
红的党徽，端正地佩戴在左胸前襟，会
场主席台正中悬挂的党徽、两侧布置的
党旗让人肃然起敬。党员大会按时开
始，与常规议程不同的是，在选举开始
前，首先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了警示教育
片、学习了“八严禁”换届纪律要求，并
重温入党誓词，会场气氛变得更加严肃
庄重。整个大会期间，69名到会党员，
没有抽烟嚼槟榔的、没有随意进出的、
没有谈笑喧哗的，包括手机都是静音状
态。最终大家投票选出新一届村党总
支书记及委员。

会后，1976年入党的老党员何家凯
说，本次换届选举是他觉得最庄重的一

次，投票时也倍觉神圣。在国歌声中、
在党徽面前，他感受到了身为共产党员
的责任感、自豪感和使命感，党员就是
要这样过组织生活，才能始终提醒自己
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台家铺村试点成功，其模式在全区
推广。芦荻山乡党委书记孙家辉告诉
记者，在本次换届工作中，乡党委牢牢
把握主动权，通过选情排摸、交心谈心、
宣传引导、纪律教育等行动，进一步加
强党的领导作用，严把资格审核关，将
换届政策、程序和纪律宣传贯彻到每个
环节、每位党员群众中。大会虽然只是
增设了简简单单的3个议程，但强烈的
仪式感却令人振奋、印象深刻、心无杂
念，让所有党员真正行使了民主权利，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

严肃纪律，帮群众选出最
可信的干部

近日，武陵区纪委通报了“芙蓉街
道高泗社区党员白宏三、段宗发、段宗
希拉票贿选问题”、“长庚街道杨桥社
区党总支委员候选人周方庆拉票问
题”两起违反村（居）“两委”换届选举
纪律典型案例，从严从快查处，充分体
现了区委、区纪委严肃换届风气的鲜
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为下阶段开展
的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敲响
了警钟。

本次换届工作，从一开始就秉承最
严纪律的原则。如完善了区、乡（街）、
村（社区）三级换届风气监督机构，制定
了《2017年武陵区村（居）“两委”换届选
举风气监督工作方案》和《武陵区村
（居）“两委”换届选举期间应急处置工
作机制》，对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实行日
报制度，严查快审涉及候选人的信访举
报。各乡镇（街道）党（工）委积极做好

“八严禁”的纪律宣传，对重点人员开展
谈话教育，自上而下引导候选人依法有
序参选。同时，通过统一场所布置、规
范选举流程、强化现场监控等有力措
施，规范候选人竞选行为。

选举过程中，党员普遍反映，本次
换届恶意竞争、无序竞争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选举环境更加风清气正。“不要说
包包烟，连根根烟都没收过。”芦荻山乡
老党员王勤君说，现在大家的民主意
识、法律意识都增强了，对换届选举的
严肃性更加看重，而好的选风是选好干
部的基础。

截至目前，武陵区在各村（社区）
财务审计中发现问题 3 起，涉及 8 人，
处理5人；资格预审中取消资格73人，
八部门联审取消资格8人，区本级对口
部门复审取消资格 1 人。全区共受理
涉嫌违反换届纪律的信访举报8起，其
中查不属实予以澄清4 起，经查属实3
起，并按相关规定已处理到位；1起正在
核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