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风暴行动

2 2017年7月20日 星期四 农历丁酉年六月廿七
责任编辑 郭作涛 视觉总监 崔建湘 美术编辑 张渝婧

YAOWEN
要闻

聚财为公 理财为民

打击新闻敲诈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和假新闻 举报电话举报电话：：07360736--77772717527175

本报讯（记者 王敏 通讯员 黄韬）7月5
日下午，市财政局召开“落实扶贫攻坚责任、强
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会议，局机关
涉及扶贫工作的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

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市三级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电视电话会精神，要求与会人员切
实端正对扶贫攻坚工作的认识，提高政治站

位，牢牢把握财政部门在扶贫领域的职责任
务，保证扶贫领域资金的及时拨付，加强对扶
贫领域资金的监管，督促和协助区县（市）加强
对扶贫领域资金的检查，切实做好扶贫联系点
村的脱贫工作。

会议进一步明确，今后出现扶贫领域资金
拨付不及时，或疏于监管出现挤占、挪用、侵吞

扶贫专项资金等情况的，将追究相关支出科室
的责任；对不正确履责，不积极作为，该督查的
不督查，该报告的不报告的，要进行约谈；有关
问题被通报、查处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
责任；扶贫工作队不按上级要求开展工作，搞
形式主义的要予以问责；对点村扶贫资金监管
不力，特别是自身出现不廉洁行为的，一律从
严处理。

市财政局强化扶贫领域执纪问责

汉 寿 县 地 税
局扎实开展“两学
一做”，进社区、入
企业，真心扶贫帮
困，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送给困难群
众，把惠企政策送
到 创 业 者 心 坎
上。图为 7 月 18
日，该局开展“党
员 进 社 区 、下 基
层 ”主 题 党 日 活
动，看望慰问困难
党员、群众情景。
本报通讯员

刘圣鸿 许翔 摄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7 月 18 日
上午，市政府召开全市公路治超工作
推进会。

今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我市
上半年治超工作严重滑坡。会议重点
分析了当前治超工作面临的严峻形
势，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联合治超不
到位、冲闯关现象严重、货车加厢板反
弹、货运源头监管不到位、职能部门履
责不到位等，并重点就如何抓好下阶
段工作进行部署。会议明确，下阶段，
各级政府要真重视，职能部门要真联
合，治超“夏日风暴”要真行动，督查检
查要真问责，保障政策要真落实，站点
管理要真规范。会上，市政府督查室
负责人通报了前段治超工作督查情
况，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交警

支队负责人分别就下阶段治超工作进
行发言，提出工作要求。

副市长曾艳阳出席会议并强调，
当前治超整治有了些起势，还未形成
定势。要全面查找不足，抓好联合治
超、源头治超、科技治超三大重点，全
力开展“夏日风暴”行动，创新治超工
作手段，提升治超执法水平。要凝心
聚力，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大宣传力度，严
格督查问责，确保治超工作取得更大
成效。

“夏日风暴”行动升温

本报讯（记者 韩冬）7 月 18 日上
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水平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桃花源旅游管
理区，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和景区开园
情况。

在走访考察桃花源村片区美丽乡
村建设、秦溪和河流剧场洪灾受损、五
柳小镇建设情况后，朱水平与区、镇、
村负责人进行座谈。桃花源村是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点村，区划调整由原桃
花源村和水溪村合并而成，是一个旅
游大村，其中包括秦溪、秦谷、桃花源
古镇等景点。根据目前村情，如何提
升桃花源村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水平？
市规划局、审计局、交通运输局、农委
等单位和部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朱
水平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秉承和发展
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
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宗旨；
要认真学习、研究、定位，搞清楚美丽

乡村建设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要
提高站位，镇村强化主体意识，自力更
生谋发展，切合实际做好规划，指导好
产业发展，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
村民教育，提升景区人员素质。

美丽乡村建设座谈会后，朱水平
一行又赶赴另一个桃花源景区开园调
度现场。天气炎热，景区开园工作正
紧锣密鼓进行。16 日和 17 日组织的
千人体验游收集了一些问题，正积极
整改完善。朱水平说，7月初，景区经
历了洪水的侵袭，10多天来，工作人员
为景区恢复做了大量工作，桃花源景
区开园试运行时间推迟至 8 月 1 日。
他强调，在开园前要以问题为导向，分
类分项罗列问题，责任到人，逐项落
实，要全员参与提质，做好合成演练和
应急预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君耀出席
景区开园调度会并讲话。

市领导桃花源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和开园情况

发挥主体作用 全员参与提质

本报讯（记者 王伟杰 通讯员 邱卉）日
前，经市委、市政府批准，中共常德市非公经
济组织综合委员会成立暨常德市非公经济
组织党建工作推进会召开。这标志着常德
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
体制和工作机构，对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完
善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非公党建纵深

发展、促进“五个常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

会议提出，抓好非公党建工作，要提高政
治战略抓落实，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不
误两促进；突出工作重点抓落实，要以“两学一
做”为总揽，在非公党建、“小个专”（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重点领域推进

“两学一做”常态化，实施好“123”“百千万”工
程，实施“双找双培”（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
织；把党员培养成经济能人，把经济能人培养
成党员）等重要载体；紧跟问责抓落实，要按照
要求将非公党建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下半
年组织专项督查，对落实不力的实行提醒谈话
和严格问责。

中共常德市非公经济组织综合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伟杰 通讯员 邱卉 郭
晴）截至7月1日，今年全市共办理个体工商户
注销24077户，其中通过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
系统办理依职权简易注销15100户，简易注销
率达 62.72%。我市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试点
工作已全市铺开，有序推进。省工商局一体
化系统采纳市工商局设计的文书表格，并新
增加了“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模块，常德工
商简易注销工作得到全省推广，先行先试走在
全省前列。

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简化注销登记程
序，缩短退出周期，降低退出成本，提高登记效
率，让个体工商户轻松销户“退市”，省工商局
年初安排市工商局开展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
试点工作。该局党组高度重视，成立了个体工
商户简易注销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主要领

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科室与工商
所分工合作的责任体系。出台了《常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关于开展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改
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常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暂行办法》，
并从5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个体工商
户简易注销改革试点工作。强化基层执法人
员的业务培训。组织各基层工商和市场监管
所所长及窗口工作人员到市工商局集中学习，
讲解操作办法和操作流程，统一登记标准和应
提交的材料。对全市个体工商户情况进行全
面摸底、实地核查，对符合情形的个体工商户
列入依职权简易注销登记对象后统一进行注
销公告。

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有依申请和依职权
的简易注销两种情形。依申请的个体工商户

简易注销只需提交经营者签署的《个体工商户
简易注销登记申请书》、经营者的身份证复印
件、营业执照正、副本即可办理。

经营者死亡（含被宣告死亡）或者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的；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的；经营
者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登记机关在回访、抽
查、日常监管等工作中发现经营者未在登记的
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取得联系的；连续两年
不申报年度报告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
销个体工商户登记的其他情形。个体工商户
有上述情形之一并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登记机
关将依职权办理简易注销登记手续。

被注销后，个体工商户将不再纳入本地在
册有效的市场主体统计数据，工商和市场监管
部门也不再对其原经营地址申请新的市场主
体进行审查和限制，其字号名称将保留一年。

先行先试 全面推广

我市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成功试点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7月18日，
市政府秘书长周代惠率调研组深入澧
县开展“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专题调
研。会上，澧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县
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及部分企业
家代表逐一发言，并提出了好的意见
和建议。

周代惠认为，大家的发言实事求
是，调研组将认真吸纳大家的好思
想、好意见、好观点，认真整合归纳研
究。他要求，要端正态度，进一步统
一“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认识。“开

放强市、产业立市”是贯彻落实中央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和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的战略决策部署提出的，是针对
当前全市发展实际状况提出的，是着
眼于常德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提出
的。产业是立市之本，开放是强市之
路，“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是一项全
局性、系统性、创新性、担当性、长期
性的工作，要结合“十三五”规划，结
合常德实际，有力推进“开放强市、产
业立市”工作。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调研组赴澧县调研

本报讯（记者 杨力菲 通讯员 邱
卉）近日，记者从全市打击传销工作联
席会上获悉，2016年来，我市积极发挥
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作用，多部门联
合打击传销活动，传销活动呈逐年下
降趋势，全市没有发生传销群体性事
件，为我市创建“无传销城市”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副市长杨成英出席会
议。

2016年来，我市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查办了一批重要案件。市检查机
关受理审查起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犯罪案件35件188人，提起公诉18件

118人，不起诉25人，其它案件仍在审
查。我市两级法院共审理组织、领导
传销犯罪案件 16 起 138 人，涉案金额
27.48亿元，34人获罪判刑。其它行政
部门对相关不予起诉的组织策划传销
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会议指出，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无传销城市”创
建工作，各区县（市）都组织开展了“无
传销区县（市）”创建工作。联席会各
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履职尽责，完善
打击传销工作“打防管控”体系，加大

“无传销城市”创建工作力度。

我市积极创建“无传销城市”

本报讯（记者 李白 实习生 邹逸
潇）7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专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研究部署
2017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任务。会议
指出，2017年要着力抓好党的思想建
设制度、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八
个方面改革，重点推进“智慧党建”建
设。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组长梁仲
出席会议并讲话。

梁仲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中央、省委关于推进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的政策举措，做到接通天线、精
准领会，围绕“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总
战略，全面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深
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举措。要
瞄准问题、精准施策，善于发现和分析
问题，坚持一步一个脚印、一件一件事
情、一个个问题地突破和解决。要面
向基层、精准落地，把基层创造作为智
慧来源，把基层需求作为主攻方向，把
基层评价作为成效标准，从基层实际
出发，从群众期盼出发，争取最大改革
公约数。要把握方法、精确发力，认清
前车之鉴、巧用他山之石、谋求长远之
计，围绕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大
力推进“智慧党建”，抓紧建设“一网六
平台”，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一个
党组织、每一名党员。坚持“智慧党
建、为民服务”主题，重点瞄准特殊人
群和对象，尽快将服务延伸到村、社
区，最终实现办事不出村、社区。

市委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会议提出

把“智慧党建”作为系统改革工程来抓

本报讯（记者 姜美蓉 通讯员 杨群）最低
工资保障了吗？高温津贴是否发放？7月3日
至8月5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将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
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用人单位出现违

规用工情况将被依法严肃处理。
据悉，此次检查对象是各类用人单位，重

点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制造、采矿、餐饮
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劳务派遣单位。检查
重点是用人单位特别是建筑施工企业按月足

额支付工资情况；用人单位遵守工时、休息、休
假、高温津贴规定情况；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执
行情况。此外还包括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参加
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遵守劳务派遣
规定情况等。

市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特别提醒市民，发
现拖欠、克扣工资，不支付加班费，未落实带薪
休假、防暑降温、劳务派遣规定，使用童工等违
法行为，可以向当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投诉举报。

劳动保障专项检查“保驾”劳动者

本报讯（通讯员 刘烨）7月13日，常德职业
技术学院召开2017年暑期大学生“情牵脱贫攻
坚”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暨培训会议。会议
传达了省委、省政府举办的“湖南省2017年暑
期大学生‘情牵脱贫攻坚’主题实践活动”培训
会议精神，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要求大家提高
思想认识，明确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实施，确保

活动安全；严格遵守纪律，积极正面宣传。
按照省扶贫办、省教育厅统一部署，该院共

有22名指导老师、44名学生组成的22个工作小
组分赴常德市武陵区、津市市、石门县共计67个
贫困村开展为期15天的主题实践活动。

会议提出，要提高认识，带着强烈的自豪
感和荣誉感投入到本次活动中去，把此次活动

作为了解社会和提高自身能力的有效途径。
要做好工作，学院22个工作组要高质量完成省
委、省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要能在全省各高
校派出的2311个队伍中经得起比较。要确保
安全，强化安全意识，各单位、各负责人要保证
师生志愿者的交通、饮食、人身、财务等各方面
安全，确保活动万无一失。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学子赴贫困村暑期实践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 通讯员 吕琼）
近日，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通过异地转移接
续平台，成功为中学教师罗某将原工作单位广
东省英德市某中学的住房公积金转入至津市
现工作单位的个人职工账户。这是自7月1日
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启用以来，津市办理的首笔
转移业务。

7月7日，罗某到津市管理部服务大厅办
理公积金异地转入业务后，窗口工作人员及
时与转出地住房公积金中心联系，了解到该
中心已开通“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
平台”。因尚未办理过转移业务，没有现成的
经验，津市管理部认真研究、慎重办理，在常
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业务支持及转出

地公积金中心的配合下，按程序首次通过新
平台办理了异地转入业务，从受理到办结仅
用了4个工作日。据介绍，异地转移接续平台
的启用，解决了跨区域调动的缴存职工来回
奔波、业务办理时间过长、手续繁杂等问题，
实现了“账随人走”，为缴存职工提供了更便捷
高效的服务。

津市成功办理首笔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