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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二次创业 建设千亿园区

今年上半年，常德经开区企业运行平稳，一批骨干企业产值增幅较大，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8条生产线投产到位，实现销售收入1.79亿元，同比增长131%。
本报通讯员 罗勇 摄

善卷的事迹，最早见于《庄子》，
《吕氏春秋》亦有记载。善卷，枉渚
人，帝尧时最有学问的人。相传是
原始社会后期东夷族中影响较大的
氏族首领。有才德，受人拥戴。

善卷住在枉山（今德山），德行
远播千里。尧曾拜他为师。舜继帝
位后，来到枉山，与善卷促膝长谈，
对他的德行风范极为佩服。舜诚心
要把天下让给他，善卷说：“余立于
天地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
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

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
于宇宙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
下为哉！”（《庄子·让王》）

相传善卷死后，葬在沅水边的
花船庙（亦叫永庆官）。附近百姓为
了纪念他，便把这个地方取名“善卷
垸”。隋朝时，朗州刺史樊子盖钦慕
善卷先生高尚的品德，将先生住过
的枉山改名善德山，即今常德德
山。“常德德山山有德”的谚语便源
出于此。唐代诗人刘禹锡谪居朗州
时，写下过吟颂善卷的诗篇；到了宋

代，善卷影响更大，宋人在德山修建
了“仰止亭”纪念善卷。宋徽宗御笔
一挥，赐号善卷为“遁世高蹈先生”，
又将善卷故乡鼎州更名为“常德”，
并将常德行政级别提升为“直隶京
师”。从此，常德之名一直沿用至
今。

德山，古称枉山，屈原《涉江》：
“朝发枉渚”即指此。在德山，今留
有善卷草堂、善卷钓鱼台遗址，以及
始建于明代、1988 年重修的孤峰
塔。在塔顶远望，落霞晚照，江水如

练，天地广袤，使人顿生悠悠怀古之
情。善卷，可说是华夏德育第一
人。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始于善
卷，发扬光大于历朝历代，泽被子子
孙孙。善卷的道德文化，亦是湖湘
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楚国诗人屈
原、长沙太傅贾谊、宋代理学家周敦
颐，明代思想家王夫之、“黄河之昆
仑、大江之岷山”陶澍，以及近代众
多湖湘英杰如曾国藩、左宗棠、谭嗣
同、黄兴、蔡锷、宋教仁、蒋翊武等，
或才情横溢，或犀利睿智，或英气逼
人，但哪一个不是以德修身，才巍巍
立 于 天 地 之
间？善卷，是
中 华 道 德 照
耀 历 史 长 河
的 一 座 永 恒
的灯塔。

道德之源话枉山
□大庄宗伟

经开区环卫为帮扶群众送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姚娟）近日，常德经开区环卫干部职

工前往扶贫点石门桥镇邱家岗村开展“回头看”“回头帮”
结对帮扶慰问活动，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继续
抓好攻坚工作，防止已脱贫群众返贫。

环卫处13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活动，分别入户走
访了29户结对帮扶联系户，详细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产
业发展现状和发展生产、致力脱贫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帮助联系户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申请政府对残疾人
员的帮扶政策，鼓励他们树立起发展经济坚决脱贫的信心
和勇气。环卫处全体干部职工捐款3000余元，为每一户
帮扶户购买了大米、菜籽油等慰问物资。邱家岗村3组梅
腊珍老人感慨万千：“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有了政府的扶
持，只要我们自己肯干事，就一定能够脱贫。”

质监部门
全方位辅导企业申报全国知名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尹银清）连日来，常德经开区质监局
工作人员多次走进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辅导企业
争创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工作。

常德经开区质监局于近日接到省质监局转发国家质
检总局《关于开展2017年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
工作的通知》和《关于2017年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申报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后，召开相关会议进行了专题讨论研
究，决定把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健粮油食品作为全
国知名品牌示范区予以申报，并连续多次赴省、市质监局
进行专题汇报，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为了争取申报
成功，经开区质监局详细制定了工作方案，目前各项申报
资料已如期完成，等待专家进行评审。

7月18日，常德经开区交警大队宣教民警和石门桥镇政府安
全生产专干来到二岗桥村，向村民赠送交通安全读物，讲解交通安
全知识，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本报通讯员 邓友清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煦）近日，德山一位居民
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常德经开区住房公积金管理
部办理业务后，在常德论坛市民留言版块上发帖，
对该部提供的热情服务表示感谢，此帖引发众多
市民的点赞，也标志着管理部窗口标准化服务建
设工作初见成效。

今年5月起，为响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关于
加大窗口标准化服务工作的号召，进一步提升窗
口标准化服务水平，将“服务缴存职工，造福千家
万户”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经开区公积金管理

部迅速开展了窗口标准化服务的建设，组织工作
人员学习窗口服务标准，完善窗口服务设施，为
市民提供医药箱、老花镜、座椅等配套设施，要求
窗口人员严格遵守“十字文明用语”“六步服务话
语”等行为规范。

近年来，经开区公积金管理部以“让服务环
境更优美，让业务办理更高效，让服务质量更优
良”为管理部窗口服务建设的奋斗目标，以“金杯
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激励，争创人民群众
满意的优秀服务窗口，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开区公积金窗口标准化服务获市民点赞“创业在德山”大赛完美收官
本报讯（通讯员 张恩培）7月14日，“创业在德山”常

德经开区2017 年度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常德双创
大厦落下帷幕，常德鑫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高性能
石墨烯复合薄膜材料开发与应用”创业项目斩获大赛
一等奖。

“创业在德山”常德经开区2017年度创新创业大赛
由常德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常德经开区
创业服务中心、常德经开区人才服务中心、常德德创科
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承办，大赛自4月底启动以来，吸
引了全区 50 多家创业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项目涉及农
业、新材料、信息、互联网、环保、外贸服务等多个领域。

比赛中，选手采用 PPT 项目路演和现场答辩的方
式，展示参赛项目的创意。经过激烈角逐，常德鑫睿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高性能石墨烯复合薄膜材料开发与
应用”创业项目荣获一等奖；常德市万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带来的“亿生菌复合微生物制剂”项目荣获二等
奖；湖南惠生九鼎食品有限公司、湖南亿昌环保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神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荣获大赛
三等奖。

据了解，此次创新创业大赛的举办，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决策部署，践行“新常德·新创业”的重要举措。活动
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有创意、有特色、有亮
点的项目成果。通过大赛，进一步引导更广泛的社会力
量支持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区领导调度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光龙）7月10日，常德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尹正锡主持召开脱贫攻坚迎国检紧急调度会，要求
相关责任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责任，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截止去年年底，常德经开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1793
户，6451人，没有贫困村，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村（居）20
个。整改期间，严格按照应进尽进，应出尽出的原则，全区
先后清理“四类人员”和“其它原因识别不准”的贫困户74
户，302人，漏评户除低保外其它新纳入11户38人，拆、分
户删除15人，补录187人，安全饮水实行了全覆盖、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率达100%，危房改造已完成10户，年底全部完
成。通过集中整改，确保了识贫的准确度、脱贫的精准度
和群众满意度。

尹正锡指出，脱贫攻坚决不能弄虚作假，要严明责任
不懈怠，严格标准不走样，严格纪律不护短。他强调，要集
中全力，以脱贫攻坚为重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切实抓
好脱贫攻坚工作；要突击整改，各单位要对低保整户纳入、
扶贫小额贷款年度任务、危房改造任务、扶贫资金管理等
严格按照年度任务和整改要求抓紧完成整改，对未整改到
位的要突击抓整改；要严纪追责，对工作不力造成被上级
通报的一定实行严格追责制。

常德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雷光承，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刘祖欣参加会议。

经开区
全力推进政法综治工作再上台阶

本报讯（通讯员 彭友利）近日，常德经开区政法综治工
作上半年讲评暨下半年部署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上半年
全区政法综治工作，分析讲评当前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安
排部署下阶段工作。

上半年，常德经开区坚持以建设平安经开区为抓手，
紧紧围绕服务和保障“三大战役”，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
新，有效维护了全区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截至目前，全
区录入人口信息128230条、房屋信息43895条，共排查录
入上报各类矛盾纠纷 1439 条、结案 1225 条，结案率为
85.1%，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政法综治工作的满意度明显
提升。下半年，经开区将严格按照省、市政法委工作要求，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围绕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全面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进一步深入推进省级社会治理创新试
点工作，大力开展“无上访村（社）”建设，规范综治中心建
设，推进网格化建设，狠抓下半年综治民调工作。

常德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雷光承要求各级
部门认真抓好基层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做好基层综治工作
的能力水平，为“推进五大会战、服务经济发展”提供稳定
和谐的社会环境，切实改变工作作风，服务人民群众，提升
群众的幸福指数。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丝雨）7 月 16
日，常德经开区召开征地拆迁、控违拆
违“百日会战”动员大会，要求全区上下
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全面掀起“拆
迁、拆违”热潮，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

随着常德经开区加快迈进千亿园
区时代的步伐，违法建设和土地征拆
成为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问题。此次

“百日会战”期间，全区将完成交地
1800 亩，拆迁 1900 户，其中完成城市
棚户区改造1700户，重点确保区内12

个项目的用地需求，快速推进台兴油
库、表面处理产业园二期等项目征拆
进度，确保按规定的时间节点交地。
区征拆办、城管局、樟木桥街道、德山
街道、石门桥镇等 7 家单位相关负责
人作表态发言。

常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尹正锡强
调，经开区处于我市经济发展前沿阵
地，建设项目多，任务重，时间紧，对用
地的需求量大，加快推进“两拆”工作，
是保障项目落地的最根本条件。全区

上下务必充分认清开展“两拆”百日大
会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集中精力按照
百日大会战的工作任务要求，依法拆除
一批典型存量违法建筑，确保当月新增
违法建设当月清零。在“拆迁、拆违”工
作中，表现突出的典型人物和事例给予
表彰通报，对参与违法建设、抗拒征拆
的反面典型给予严厉惩罚，着力营造

“人人支持拆迁、人人参与拆违”的浓厚
氛围，坚决按期完成工作任务。

就如何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常德

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育智要求，各级
各部门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进一步
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全心投入、全力
以赴，在“两拆”工作中做到严守工作
程序，严格执行标准，严明工作纪律，
以优良的作风保证工作顺利推进，保
障会战最终胜利。

常德经开区工委委员、党工委副
书记卢岳，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雷
光承、李厚元，工委委员杨丙武出席动
员大会。

经开区开展征地拆迁控违拆违“百日会战”

本报讯（通讯员 宋国强）7月11日，常德经开
区纪工委、监察审计局发布《关于重申严禁违规
赈酒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要求全区干部严守
纪律，整治请客赈酒的陋习。

近期来，随着高考招录接近尾声，常德经开
区违规赈酒借机敛财情况有所抬头，群众对此反
响强烈。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按
照省、市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有关要
求，经开区对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分期分批
在不同地点操办酒席，或不办酒席只收礼金，或

以聚会等名义违规操办乔迁宴、升学宴、生日宴，
借违规赈酒之机敛财，违规收受服务对象、下属
等非亲属人员礼品礼金，将赈酒费用用公款报销
或由服务管理对象或其他利益关联者承担等问
题开展重拳整治。经开区将进一步加强对党员
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早发现、早纠正。聚焦当前违规操办“升学宴”、

“谢师宴”等顽疾，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
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坚决刹住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歪风。

经开区从严整治违规赈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