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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 通讯员
黄道兵）3 月 20 日，2018 年常德市

“环湖利剑”环境交叉检查行动启
动。全市派出9个交叉检查组，采取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达现场的检查
方式，对重点工业企业实行“全覆盖”

“拉网式”排查，以此推进常德辖区洞
庭湖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

此次行动分阶段、分行业进行，
第一季度重点检查采砂、石化、无机
化学、聚氯乙烯、农药制造、专用化

学品制造、日用化学品制造等7个行
业；第二季度检查化肥、医药制造、
电池、合成材料制造、涂料油墨、现
代煤化工等6个行业；第三季度检查
焦化、电镀、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
造、酒及饮料制造、化学纤维制造等
6 个行业；第四季度重点对各区县
（市）环境执法工作进行专项监察稽
查。同时，检查组还将对此次行动
中整改不到位的问题企业进行重点
督导，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环湖利剑”环境交叉检查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姜美蓉 通讯员
胡稳）3月20日上午，市统计局召开
全市统计局长会议，会议总结去年
得失，部署今年重点，明确提出要深
化统计改革，提高数据质量，争创常
德统计工作新局面。

会议从统计改革发展氛围日益
浓厚、统计精准服务水平日益提
升、统计数据质量日益提高、统计
工作能力日益增强等四个方面总
结回顾了去年的统计工作成效，
2017 年，统计部门围绕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坚持月度、季度、年
度的预测预警、监测分析和综合报
告，全年撰写各类统计分析汇报材

料近百篇。随着新时代统计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
2018 年，全市要以构建新时代现代
化统计调查体系为目标，以党建为
统领，不断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
革，全面夯实统计基础，扎实推进
依法统计，确实提高数据质量，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市开
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提供坚强统
计保障。

会上，各区县（市）统计局局长、
“六小区”统计机构负责人围绕当前
统计工作开展了讨论，汇报了一季
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向市局递交了
2018年度统计行风建设责任书。

全市统计局长会议提出

争创常德统计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朱爱华 通讯员
刘湘源）3 月 22 日，市贸促会、华融
湘江银行常德分行联合举办、市国
际商会承办的“银企合作经济”沙龙
如期举行。来自常德市新德希望供
应链有限公司、易湘电子商务、常德
市湘楚风电子商务、湖南大地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登科新材料公
司、清真第一春餐饮有限公司等全
市27家小微企业与华融湘江银行相
约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发展。

会上，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的历史沿革、
主要职能等基本情况。华融湘江银
行负责人介绍了该行基本情况及小

微企业授信业务。各参会企业踊跃
发言，从自身经营情况、需求意愿、业
务办理及相关建议等方面畅所欲言。

记者了解到，为大力推进开放
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培育、服务、壮
大实体经济，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
在搞好为企业的法律、商事、展览、
联络的传统服务外，还将搭建好企
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国内市场与
国际市场沟通三座平台，通过深度
调研，把握供需结合点，做好对企业
的精准服务。市贸促会将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进一步搭建好银企深化
合作平台，探索建立长期稳定的银
企合作机制。

市贸促会搭建银企“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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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财为公 理财为民

本报讯（记者 王敏 通讯员 朱
斌 夏智）3 月 22 日，市直财政系统
2018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
开，安排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全面拉开了市直财政系统
2018年从严治党的序幕。

会议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推进干
部作风建设，防止“四风”问题反弹；

加强重点监管，保持正风反腐的高
压态势；深化预算改革、推进专项整
治和内控建设，促进源头防腐；落实

“一岗双责”，深化廉政教育，扎实开
展谈心谈话，确保市直财政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确
保财政资金安全和财政干部政治生
命安全的“两个安全”。

市财政局2018年全面从严治党扬帆起航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昨日上午，记者从常
德桃花源机场2018年夏秋航季航班航线发布会
上获悉：2018年夏秋航季开始，常德桃花源机场
将新增成都、西安、杭州、郑州、济南、兰州、珠
海、温州等8个城市航点，达到10条航线。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胡丘陵主持发
布会。副市长曾艳阳发布常德桃花源机场2018
年夏秋航季航班航线情况：2017年，常德桃花源
机场通航城市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
明、天津、南宁、海口等8个；2018年夏秋航季，常
德桃花源机场新增成都、西安、杭州、郑州、济
南、兰州、珠海、温州等8个城市航点，通航城市
16 个，每周航班 82 个，6 月通航城市将达到 18
个，航班密度、航线数量均实现历史性突破。10
条航线分别为：常德—北京航线，机型为A321，

每天一班；常德—深圳航线，机型为A320，每天
一班；兰州—常德—温州航线，机型为CRJ900，
每周三班；珠海—常德—济南航线，机型为
A320，每周四班；成都—常德—杭州航线，机型
为A320，每周三班；海口—常德—郑州航线，机
型为E190，每周三班；南宁—常德—天津航线，
机型为A320，每天一班；常德—西安航线，机型
为E190，每周三班；上海—常德—昆明航线，机
型为A320，每周五班；常德—广州航线，机型为
A320，每天一班。

据悉，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快常德民航
事业发展，力争通过2至3年的努力，让常德桃
花源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跻身全
国机场前100名，为我市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
略提供更为便捷的交通支撑。

桃花源机场发布2018年夏秋航季航班航线

常德坐飞机可直达全国16大城市啦

本报讯（记者 彭进军 通讯员 黄勇）3月23
日，市农委一行来到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白鹤镇
和武陵区东江村，检查春耕备耕情况，并对农资
产品质量进行了集中检查和抽检。拉开了今年
全市农资打假保春耕行动的大幕。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市农委
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和属地管理原则，按
照“依法监管到位，确保行动落实”的工作要求，

创新农资打假方式，进一步加大农资产品质量
抽检和农资案件查处力度，推进现代农资经营
模式建设，全面提高放心农资产品市场份额。
当日共检查了 11 个农资店和 2 个种植大户，对
检查中经营户和种植大户在经营生产过程中存
在的不足，工作人员现场给予了指导与纠正，对
农资店存在的疑似违法农药进行了抽样检查。
就当日检查来看，整体呈良好状态。

据悉，为严厉查处假劣农资，在农资产品销售
和使用时段，全市农业执法队伍将加大对生产企
业、农资经营门店、电商、物流、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和农产品生产合作经济
组织等生产经营、使用主体的检查力度，对重点区
域和品种实施重点监管，将组织开展春、夏、秋农
资打假三大行动，确保全市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让假冒伪劣无处遁形

农资打假保春耕行动打防结合

3 月 25
日，游客在桃
花 谷 里 玩 自
拍。当日，第
二 届 环 黄 石
湖 文 化 旅 游
摄 影 节 在 桃
源 县 黄 石 镇
桃花谷开幕，
上 千 游 客 冒
雨 前 往 观 赏
助兴。
本报通讯员

周桂成 摄

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人才对于推动城市
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价值更加突显。对
于常德这样的三线城市，怎样才能在这场大战
中“夺宝而归”。笔者以为，除了要主动出击，拿
出满满的诚意“抢人才”外，更要为他们搭建干
事创业的平台，让他们的才智、事业、激情与常
德城市发展的脉动深度融合。

越是高端的人才，对创业平台的要求越
高。除了传统的人才安居、人才服务、孵化平
台、激励保障等外因要素吸引，对人才最大的吸
引力就是事业平台。高层次人才往往掌握着国

内甚至国际领先的技术或成果，他们需要的平
台不仅是丰富的资源，还需要有相应的高层次
研发平台、高水平高素质的研发团队，这样才能
承接科技成果的转化，让高端、前沿技术由实验
室走向市场。对于常德而言，需要结合本地资
源优势，培植龙头企业，拉伸产业链条，形成特
色产业集聚发展。只有以优质产业为平台，才
能让专业人才慕名而来，一展所长，发光发热。

为人才搭建事业平台，要走出“先热后冷”
的误区。当下不少地方相继出台引才新政，高
薪揽才，热情不可谓不高。但人才引进以后，

有的地方却服务“降温”，致使引进的人才不能
发挥预期作用。要改变这一状况，让人才安心
留下，就要高度重视后续跟踪服务，如此用心
用情，才能让人才有归属感，才能助力人才成就
事业。

从“引人才”到“抢人才”，再到“融人才”，展
现了一个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体现了产业建
设的热度。只有让“抢”过来的人才、“吸”过来
的人才，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让
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
涌流。

人才要抢更要“融”
□孙玮怿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彭金波）记
者从安乡县治超办了解到，该县将于4月15日
启用新建的两套不停车检测系统采集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运输信息，正式开启车辆自动检
测、车型自动识别、违法信息自动记录、处罚信

息自动传递的非现场执法模式，对违法超限超
载车辆实施精准打击。

据介绍，这两套不停车检测系统分别建在
省道306安丰乡珊珀湖段、省道302官垱镇胡
家段，系统建设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操作，执

行最新行业标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并
经省计量检测研究院检定合格。启用后能极
大提升对超限超载车辆的查处力度，实现全天
候控制，做到每车必检，遏制超限超载行为，形
成震慑力，使货运车主消除侥幸心理，自觉规
范装载，并能进一
步规范执法水平，
减轻执法人员的工
作量和劳动强度。

安乡治超将启用非现场执法系统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杨哨）应大
北农科技园货运企业邀请，3月22日，津市新
洲超限站执法人员深入该企业开展治超政策
新规宣传。

针对运输市场“多拉快跑”、超限运输违

规经营行为，执法人员向该生产、货运企业
负责人和驾驶人员共计 50 人宣传讲解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超限超载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重点讲
解了《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于治理车辆超

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实施
意见（试行）》（交公路发〔2017〕173 号）文件，
向该企业货运司机讲解了货物装载的规定
和要求，并当场答疑解惑。通过此次执法人
员与货运企业负责人、货运司机面对面的沟
通，货运司机均表示，对当前的治超政策有
了更全面的了解，以后的运输中一定遵纪守
法，按照标准装载货物，做到守法运输、平安
运输。

津市货运企业邀请执法人员宣讲治超政策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罗智）近日，市水利局派出4个督查
组，前往石门县新铺镇、白云镇、维
新镇、雁池乡、壶瓶山镇、南北镇、东
山峰管理区、所街乡等8个乡镇，对
该县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扶贫攻坚
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为确保石门县顺利完成“脱贫
摘帽”任务，根据市脱贫摘帽推进会
的统一部署，市水利局积极行动，进
村入户开展督导。各组人员检查供
水工程，查阅各村台账等资料，并随

机抽查贫困户进行入户检查。
据介绍，为推进安全饮水扶贫

攻坚，保障贫困人口饮水安全，石门
县多方整合资金，共投入6000多万
元，修建313处安全饮水工程，解决
了该县8万多贫困人口的安全饮水
问题。各地因地制宜修建了集中供
水工程或分散供水工程，绝大部分
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放心水。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查组逐一进
行了交办，限期整改，确保石门县顺
利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市水利局督查石门安全饮水

本报讯（记者 姜美蓉 通讯员
余欣洁）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了解
到，本年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目前开始。申
报材料报送时间截至 2018年4月6
日，个人材料报送至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要
求，选拔对象和范围为：在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等岗位和工农业生产
第一线，做出重大贡献、取得突出业
绩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

公有制经济成分和非公有制经济成
分的企事业单位中符合选拔条件的
人选，均可按选拔程序推荐。非公
经济组织按属地化原则申报。在企
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后不再直
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技能工作的
人员，党政群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推
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可按程序推荐，不
占控制推荐指标。在严格坚持选拔
标准条件的基础上，全市推荐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业技术人
才 1至2名，高技能人才1名，两者
推荐指标不得混用。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年度选拔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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