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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
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伟杰）昨日下午，市委
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来常调研考察有
关指示精神及传达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件
和身边群众问题件办理情况汇报会精神，
并就当前工作进行部署、提出要求。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市委副书
记、市长曹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月 26 日至 27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围绕“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防风险”主题，到常德开展了为期
两天的考察调研，并作出重要指示。周德
睿指出，杜家毫书记在全国两会胜利闭幕
之际，将调研首站选定常德，这表明对常德
发展特别关心，对各项工作充分肯定，对未
来发展寄予厚望。我们传达和学习的目的

是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振奋精神，力争
常德各项工作在新的起点有新的作为。

周德睿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
真贯彻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和杜家毫书
记在常德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和正确的政绩观，推动中央
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强化管党
治党的责任。党是领导一切的，绝对的信
任必须绝对的负责，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周德睿强调，要坚持产业为重。发展
产业不是“人求”而是“求人”，不是“显绩”
而是“潜绩”。我们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自

我加压、自我奋进，做到思想、项目、转型、
环境、人才等要快速跟进。抓好产业项目，
还要做实做优五个关键环节：即以龙头为
带动，培强产业核心；以品牌为牵引，提升
产业优势；以集群为方向，完善产业链条；
以园区为载体，打造产业品牌；以老乡为纽
带，推动招商引资取得实效。

周德睿强调，要守住工作底线。高度
重视巡视巡查工作，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极端负责的态度对待中央巡视组交办
的信访事项，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
落。具体做到要畅通信访渠道、严肃纪律
要求、强化执纪问责，切实举一反三、立行
立改，要为巡视工作提供必要保障。要着
力守住脱贫攻坚、信访维稳、政府债务化
解、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底线。要严守工

作纪律。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身体进入了
新时代，脑子里还是老套路，要牢固树立

“党叫干啥就干啥，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
意识，既要做到“见好就收”，也要“见坏就
收”，要全面查漏补缺、对标对表，切实慎始
慎独慎微。

曹立军要求，要切实贯彻中央省委决
策部署，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把产业作为立市之基，大力推
进产业立市。以工业为主引擎，提高产业
实力；以园区为主阵地，夯实产业平台；以
项目为抓手，增强产业后劲；以企业为主力
军，聚集人才资金。要坚持认真较真，全力
打赢三大攻坚战。突出抓好脱贫攻坚，打好
脱贫攻坚战；突出抓好环境治理，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强化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打
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与时俱进，
加快转变工作思维和领导方式。更加注重
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更加注重政府服务和
公共产品，更加注重经济规律和市场调节。

省委巡视第五组副组长何艺辉，朱水
平、李爱国、沈习淼、陈恢清、黄清宇、任晨、
李辉忠、胡丘陵、陈华、罗翠林、梁仲、罗先
东等全体在家市级领导出席会议。

市 委 召 开 常 委（扩 大）会 议
■ 周德睿曹立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焦阳 通讯员 胡学思）3
月28日下午、29日上午，副省长陈文浩一
行先后前往我市石门县蒙泉镇、武陵区马
家 河，对我市国土环保工作进行了实地
调研。他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切实做好治水
这篇大文章。

在赵家碈雨水机埠，陈文浩一行详细

了解了该雨水机埠改造情况。为解决过去
污水直排马家 河造成的水污染问题，去
年我市启动了赵家碈雨水机埠改造工作，
在机埠处新建了2座生态滤池，通过滤池
内的过滤砂层和芦苇对来水中的固体悬
浮物、重金属和氮磷进行过滤、吸附和吸
收，达到净水目的。陈文浩充分肯定了马
家 河的治理工作，他认为生态滤池的设

计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标本兼治、生态
改善、长效保持的基本原则，实现了马
家 河水环境的明显改善。在蒙泉镇的
不动产登记大厅，陈文浩详细了解办证流
程后指出，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过程中，除了
总结好的经验，一定要思考最需要改进的
是什么？老百姓最想要的是什么？各部门
必须加强协同配合，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

打通数据渠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路，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
重要标准。

省政府副秘书长黎咸兴、省国土资源
厅厅长王一鸥参加调研。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德睿，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
军，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罗先东，副市长涂
碧波，市政府秘书长李正才分别陪同调研。

陈文浩在我市调研时强调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做好治水大文章

本报讯（记者 王伟杰 裴维维）昨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主持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第八巡
视组交办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汇报。周
德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把中央巡视组交办信访事项办理作为当
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做到
思想上高度重视、认识上高度统一、行动
上高度自觉。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针对中央第八巡视组交办

的信访事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办理情
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态
度对待中央巡视组交办的信访事项，并把
办理信访事项作为服务保障巡视工作的具
体举措，作为检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重
要指标。始终把解决问题作为“风向标”，
以钉钉子精神一件一件抓落实。坚持问题

导向，对交办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放
过，通过信访事项的办理切实解决老百姓
的合理诉求。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从讲政
治、讲大局、讲核心、讲看齐的高度，认识到
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事项办理工作的重要
性，必须高度重视、高度负责、不能含糊、不
得马虎。要加强领导，成立处理中央第八
巡视组移交信访事件办理领导小组，做到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对中央巡视组
移交的信访事项，要及时办理、及时反馈，
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领导朱水平、李爱国、沈习淼、陈恢

清、黄清宇、任晨、李辉忠、胡丘陵、陈华、罗
翠林、梁仲、罗先东等参加会议。

周德睿在市委常委会上强调

把中央巡视组交办信访事项办理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机关全体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沈习淼出席会议并
讲话。

沈习淼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
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人大常委会机
关全体干部要深入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
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
的政治任务，认真组织安排。要学用结合，各
委室要把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升
工作能力。要把当前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切实把两会精神和市委要求在各项工作中体
现出来。

在集中学习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沈昌健
介绍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盛况、现场感
受和履职情况；集中学习了新修订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君耀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罗少挟、
杨 新 辉 、宋 云
文，秘书长万利
参加集中学习。

市政协七届六次常委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张权有）昨

日上午，政协常德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李爱国主持会议
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罗
翠林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通报了监委体制改革有关
情况。

罗翠林表示，市纪委、市监委将继续承办
好“政协委员走近市纪委市监委”活动，与市政
协一道推进活动制度化、常态化；继续建立健
全情况通报、联合检查等相关工作机制，进一
步加强与委员们的日常联络和互动交流；继续
坚持刀刃内向，欢迎政协委员提供情况和线
索，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防止“灯下黑”现象。

“走近市纪委市监委”是市政协常委会的
一次重要履职活动，目的在于加深对纪检监察
工作的了解和认识、接受警示教育和探索民主
监督新路径。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党内监督、监
察监督和民主监督工作，李爱国指出，一要坚
持党的领导，始终保持与市委同心同向、同频
共振；二要建立协作机制，推进政协民主监督
与党内监督、监察监督协作配合、有效开展；三
要积极主动作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充分
发挥联系面广的优势，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在
监督过程中，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四要自
觉遵守纪律，各政协党组要做到讲政治、守规
矩，重视和支持驻政协机关纪检组的工作，政
协委员要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自觉遵纪
守法，自觉接受监督。

会议第二阶段传达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李爱国要求，要把贯彻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头等的重大政治任务，真正做
到学懂弄通悟实。要提高认识、提高站位，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
一到全国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要抓好宣
传、抓好引导，政协委员要发挥联系广泛的独
特优势，以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正面广泛
宣传全国两会精神；要推进转化、推进落实，围
绕“优化园区产业发展环境”主题开展民主监
督活动，在助推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实践中展
现新气象、体现新干劲、实现新作为。

市政协副主席何英平、傅绍平、彭孟雄、张
业梅、张力、张彬，秘书长袁云波出席会议。

不久前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
播出湖南省博物馆专场，常德市桃源县出土
的“方罍之王”——皿方罍从18万余件馆藏
中脱颖而出，代表湘博“出战”。同时，还有演
员黄渤和王嘉作为“国宝守护人”，讲述它的
前世今生。

皿方罍辗转回国的故事，感动了万千国
人。据了解，皿方罍为目前所见商周青铜罍
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器物。而正是这样一件

“国宝”，一个世纪以前在我市桃源的一个偏
僻山村被发掘。

常德，头枕武陵、雪峰余脉，怀抱洞庭水
乡，自古即为“湘西门户，川黔咽喉”，一直以
来就享有“文物之邦”的美誉。距今6000多
年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期古城址的发掘震
撼了业界，被奉为“华夏第一城”。战国时期
的彩绘陶敦、澧县的余家牌坊、西晋的神兽纹
玉樽、位于滨湖公园内的铁金幢……这些无
一不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国第三
次文物普查成果显示，我市国有文博单位馆

（库）藏三级以上珍贵文物3544件（套），其中
一级文物174件（套）、二级文物826件（套）。

自古以来，先人们就在这块神奇的土地
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同时也吸引着历代
社会贤达、文人骚客、商贾僧侣游历、驻足常
德、落户常德。其中出土的一系列青铜器文
物更是常德悠久历史的重要文化载体，让我
们不仅能看到和触摸到常德这片古老大地的
历史脉搏，同时也能感受到地域传统文化的
精髓所在。

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几样
常德出土的青铜器。如澧县出土的一件商代
青铜铙。该文物青铜色，保存完好，在古代属
于乐器，此铜铙甬中空，圆柱状，甬中部饰六

道弦纹，甬下部鼓起，饰兽面纹。还有战国时
期的一枚兽纹铜镜，该文物系1985年在鼎城
区第三砖厂发掘出土，此铜镜为圆形，三弦
钮，素圆座，内区小窄，素面，外区为阳饰羽状
纹地兽纹，在古代属于生活用品。

据市文物局的专家介绍，常德古属“荆
州”，境内的商、西周文化带有浓厚的土著色
彩，同时也受到经由江汉平原传来的中原商
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常德境内商时期文化
受到商文化强烈影响的是本地青铜文化，到
西周前期则表现与后来的楚文化有较直接的
联系。早在1922年，桃源县境内就出土了有

“皿天全”铭文的青铜方彝。后来石门县也发
现了一批典型的商代青铜器，如兽面纹提梁

卣、“父乙”铭文簋等。津市市还发现了典型
的商代墓葬，出土有铜觚、铜爵等有代表性的
商式铜器，说明曾有中原地区商人在常德境
内活动。常德境内还分布有不少的商周遗
址，尤其是石门皂市商代遗址通过两次发掘，
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炼铜的坩埚，还出土了相
当于商代早期的小件青铜器。2001年，汉寿
县三和乡出土了西周铜钟。这些说明，常德
境内商代和西周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由此
可见常德文化与青铜器时代的渊源颇深。

常德在东周时期属楚国黔中郡，亦是楚
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尽管彼时已进入青铜文
明的晚期，不过从后来出土的文物来看，到战
国时期，楚文化在常德境内呈鼎盛局面，常德

境内仅历年来考古发掘的楚墓就达3000 余
座。楚墓中出土了大量铜剑、铜矛、铜戈等，
此外常德德山出土的“鄂邑大夫”铜印玺，桃
源出土的铭文铜鼎，汉寿出土的铜质官印等
都有极其珍贵的楚文字资料，对楚国历史和
青铜器晚期文明的研究弥足珍贵。

青铜器探源 感知千年前的古老常德
□常德晚报记者 罗勇 通讯员 王永彪

随着气温回暖，农
民抓住时机在田间劳
作。图为 3 月 27 日下
午，武陵区东江街道白
龙社区的农民正在为辣
椒苗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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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谭
晶晶 崔文毅）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在
人民大会堂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纳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纳两国两党传统友
谊深厚，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
争中并肩作战，在国家建设中相互支持，

友好合作不断巩固，值得双方倍加珍
惜。当前，中纳两国各自发展都已进入
新阶段，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执政理念多
有相通，经济合作优势互补。作为“全天
候”朋友，中方愿同纳方一道，推动中纳
关系继续稳步、积极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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