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周
振宇）4月11日下午，针对客运车辆近期
违法违规数据反弹严重的情况，市运管
处相关负责人紧急约谈常德欣运集团、
新国线集团、湖南龙运集团、常德欣运
集团澧县分公司、新国线集团桃源分公
司和武陵区、鼎城区、澧县、桃源县运管
机构负责人。

约谈会上通报了3月26日至4月10
日全市客运车辆超速、疲劳驾驶违法违
规情况，并分析了原因。责成相关运输
企业加强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进一
步落实夜间（22时至6时）车辆的动态监
控；责成相关运输企业按照企业管理制
度对违规驾驶员给予经济处罚，处理结
果报当地运管机构；责成相关运输企业
对违规3次以上车辆当班驾驶员开展脱

岗培训教育，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
对 违 规 排 名 前 4 位 的 湘 J17868、湘
J43055、湘 J42856、湘 J47139 等 4 台车辆
责令停运整改7天，停运车辆全部停放
在车站，车辆前挡风玻璃粘贴“严重超
速停运整改7天”标语。

会议要求，各客运企业、运管机构
要认真分析原因，找准问题症结；要采
取有效措施，扼制数据反弹；按照相关
规定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严肃处理；要
有针对性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提升驾驶
员的守规守法意识；要迅速提升平台商
服务质量、能力和水平。

运管部门紧急约谈重点违规客运企业负责人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 通讯员 黄道兵）
4 月10日，环保部门公布了3月全省空气质量
排名，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6.8%，排
名全省第五。

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环保部《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为依据，3 月的
计算数据表明，我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89，PM2.5 均值为 39ug/m3，PM10 均值为

59ug/m3，SO2 均 值 为 11ug/m3，NO2 均 值 为
25ug/m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0 天。当月，
仅张家界、湘西、益阳、郴州排名在常德之
前。

前两年，我市城区空气质量排名在全省
较为靠后，而今年空气质量负重爬坡并节节
攀升，得益于全市上下的高度重视和持之以
恒的努力。今年来，我市先后开展春节“禁
燃”、清明节文明祭扫等专项行动，同时进一

步强化日常的精细化管控，对大气污染行为
严厉追责、严处重罚，对空气质量每天必争、
每时必争，勠力同心的攻坚，终使“常德蓝”增
多并为市民所乐享。

勠力同心换来勠力同心换来““常德蓝常德蓝””
■ 我市3月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8% 排名全省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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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十七）近 3 年辖区内未发生重
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

（十八）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空气质量
指数（AQI）或空气污染指数（API）不
超过100的天数≥300天，环境空气主
要污染物年均值达到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贯彻落实《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杜绝秸秆焚
烧现象。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60
分贝。

（十九）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等法律法规，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水质达标率 100%，
安全保障达标率 100%，城区内水环
境功能区达到要求，未划定功能区的
无劣五类水体。

（二十）医疗废弃物统一由有资
质的医疗废弃物处置单位处置，无医
疗机构自行处置医疗废物情况。医
源性污水的处理排放符合国家有关
要求。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章
佳权）3月30日上午，市委第五巡察组进
驻市公路管理局，召开巡察工作动员会
并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巡察工作。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
认识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突出问
题导向，切实发挥巡察工作的震慑效
果。严格贯彻党中央对于巡察工作的

“十六字”方针，坚守发现和解决问题

这个核心，突出政治性，始终做到旗帜
鲜明；突出精准性，紧密结合专项整
治，做好“三个方面”结合工作；突出严
谨性，不断深化巡察工作；突出目的
性，扎实推进解决问题。要强化责任
担当，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做到思想认识要统一，协调配合要
全力，作风纪律要从严，全力保障巡察
工作的顺利推进。

市委第五巡察组进驻市公路管理局

本报讯（记者 徐珊珊 通讯员 徐
斌）4 月 12 日上午，参加武陵区 2018 年
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班和青年干部
培训班的160余名学员，前往武陵监狱，
接受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参训学员首先列队参观了服刑人
员生活区、劳动区、学习区。在随后
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大会上，集中观
看了服刑人员服刑改造教育视频。
一名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如
何在金钱利益面前人生观、价值观偏
离航道，逐步走向犯罪，从领导干部
沦落为腐败分子的过程。两班参训

学员深切感受到要以案为鉴，以人为
镜，不断增强爱岗敬业、担当有为、廉
洁自律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守住纪
律与道德底线，做一名忠诚、干净、担
当的干部。

据悉，此次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
班将采取集中学习、现场提问、座谈交
流、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参观、观看警示
教育片、开设道德讲堂等方式进行，重
点就党的十九大精神、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案件审查审理程序、纪律处分条例
运用、党风政风监督、监察法解读等八
方面的内容进行专题学习。

武陵区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四、环境保护

本报讯（记者 徐志雄 通讯员 肖
朝文）昨日上午，副市长、市爱卫会副主
任涂碧波带领市城管局、市卫计委、市
住建局、市环保局、市城建投、市经建
投、市房管局、市公用事业局、市园林
局、市环卫处及“四区”相关负责人一
行，实地查看督导市城区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周期复审工作情况，对省专家指出
的问题仍未整改到位的实行了一对一
交办，限期整改落实到位。

针对此次查看的结果，涂碧波指
出，目前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接下来要
做到全民动员，力量下沉；部门牵头，
属地负责；拉网排查，建立台账；对照

标准，全面整改。涂碧波强调，各区、
各部门、各单位近期要实行全员大动
员；重新进行卫生大检查；施工工地达
不到要求的实行大关停；不符合检查
要求的障碍物进行大拆除；对垃圾死
角进行大清运；对城区道路进行大冲
洗；每天按时保洁实行大扫除；形成长
效机制实行优管理，通过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迎检系列活动，引导市民讲究
卫生，爱护环境。

市领导带队督导“四区”国卫复审情况提出

全民动员 部门牵头 拉网排查 全面整改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员 李
文龙）4月13日上午，市运管处召开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周期复审工作调度会，对
此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会议传达了市委领导有关讲话精
神，分析了现阶段迎检工作存在的主
要问题，安排部署近期创卫工作要
点。会议指出，各成员单位、客运企
业，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迅速传达上级
精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浓厚的巩卫保牌氛围。加强责任
落实，各行业监管责任人必须明确任

务，工作定人定岗，实现工作全到位、
全实效。

会议要求，汽车客运站场要有固
定的卫生宣传牌和健康教育专栏，电
子屏幕和公益广告要有卫生防病和健
康教育内容；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等交
通工具要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张贴醒目
统一和正确、规范的禁烟标志；机关院
落、办公场所要将控烟制度置于醒目
处，有专人管理，保持机关院落干净整
洁，无卫生死角，充分展示良好的道路
运输行业形象。

市运管处部署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周期复审工作

（上接第1版）

第一，在奋斗的路上，我
们有一路的故事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委、市政
府强力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强力推进现
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
喜的进步，取得了可喜的变化。第一个方面体
现在经济发展上。我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省是
坐三望二，距第二名只差 20 个亿了。同时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改变了一烟独大、一烟超大
的格局。第二个方面体现在城市的建设和管
理上。我们是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园林城市、
全国海绵城市、全国旅游目的地城市，该有的
荣誉我们都有了，最让我自豪的是我们文明城
市的创建和复检，没有动员任何一个干部、老
师、学生、居民上街，成为了常态化，可以说是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的城市没有栏杆、
没有石礅，栏杆在哪里？石礅在哪里？在老百
姓的心里。因为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促进了市民素质的提升，市民素质的提升又反
促城市建设和管理上一个新的台阶、上一个新
的水平。全国十六大海绵城市我们排在第七
位，海绵城市的试点启动仪式就在常德举行，
我们很多数据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模式和标
准。上个月，国家发改委以及十多个委办局在
常德举行新型城镇化经验交流会，对常德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第三个方面体现在交通基础
设施的建设上。常德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解决
了或者即将破解交通瓶颈的问题，高速公路四
通八达，我们的飞机已经到了16个城市了，高
铁已经列为国家八纵八横的新贵之列。再过3
到4 年，我想，常德交通枢纽的位置一定会形
成，一定会起得晚、到得早、到得远。第四个方
面体现在过来的工作上。过去一年的工作，可
以说可圈可点，我们3 月获评为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先进典型，奖励“免督查”；5月“中德国
家司法论坛”在常德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国家级的外事会议在三线城市召开的第一
次；6月中央电视台对常德生态城市的建设现
场直播了一个多小时；7月第十三届全运会的
龙舟赛决赛12枚金牌，就在我们柳叶湖诞生，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承办的全运会专
赛项目的第一回；8月闭园三年打造的桃花源
闪亮登场、惊艳登场；9月全国100大城市机关
党的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常德举行；11月“德马”
的举行等等。数字、活动是枯燥的，但凝聚着
全市人民的心血和汗水，我更感觉到的是常德
人民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在
日益增强。

从这里我明白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人生的价值在于老百姓的一张张笑脸。我明
白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把人民放到多
高的位置，人民就把我们抬到多高的位置”。我
也明白了，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改变现
在；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但可以把握今天。我也
明白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天的付出就是明
天的收获、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硕果。再过
几年，我们会感谢今天努力的我们。

第二，在奋斗的路上，我
们有清晰的目标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就是要做到“四培”
“四转”，重点是四项工作，即干部培优、产业培
强、机制培活、作风培实。实现四个转变，从追
求颜值向追求颜值与气质并重转变，从追求规
模规格数量向追求管理质量效益转变，从内陆
大市向开放强市转变，从全面开花向重点突破
转变。这符合党的十九大精神，符合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以后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从追求温饱的硬需求向追求全面发展的
软需求的转变，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
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就是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讲
的，从追求规模规格数量向追求管理质量效益
的转变。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也符合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的要求。美好的生活必须有美好
的城市、美好的产业、美好的生态、美好的环
境。没有美好的产业、没有殷实的口袋，就不
可能有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记得在春节的时
候，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说，我可
怜的农民兄弟，有家的地方没有就业之路，有
就业之路的地方没有家。故乡容不下肉身，他
乡容不下灵魂，从此便有了漂泊，从此便有了
乡愁，从此便有了家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儿
童。这说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说明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人心所
向、职责所在、众望所归。抓产业项目、抓开放
强市，必须抓经济环境的优化。很多企业讲，
我不需要你的优惠政策，我也不需要你的税收
减免，我只需要你给我一个平台。市场经济是
法治经济，是公平经济，是诚信经济。经济学
上面讲资本有四个特点：资本是公平的，资本
是流动的，资本是胆小的，资本是逐利的。这
四个特点要求我们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把优化经济环境当作市
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难点工作来推动。谁破
坏经济环境，谁就是常德的罪人，谁搅局谁就
出局、谁挡道谁就让道、谁捧场谁就登场。同
时，抓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必须抓工作的落
实。中国共产党是行动党而不是口号党。邓
小平同志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这能力、那能力，不抓落实没能力；这里忙、那
里忙，没有效果就是瞎忙。也正因为这样，我
们把工作落实摆在突出的位置，不能让忽悠成
为一种文化，不能让忽悠者有市场，要让实干
者得实惠。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在，这也为所
有的战略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
营商环境。这样，才能真正让好项目落地生
根、落地见效。

第三，在奋斗的路上，我
们有担当的情怀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需要。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就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使命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初
心，关键在党心，是否按照党的意志、是否按照
党的要求，既要党叫干啥就干啥，也要党不叫
干啥就不干啥；初心不初心，关键在民心，老百
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是衡
量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我们一切工作的
标准。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上符党心、下符民
心；初心不初心，关键在内心，这就要求我们不
做两面人，要做到绝对忠诚、始终如一、心口如
一、表里如一；初心不初心，关键在信心，要坚
定目标、坚定信心，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
休；初心不初心，关键在恒心，也就不能一曝十
寒，而是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必有
所成。开放强市、产业立市，需要我们有正确
的政绩观和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说

“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须有我”。功成不必在
我，不是无所作为、庸政懒政的代名词，而是立
足于长远、立足于发展、立足于打基础。有些
同志说，我们要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不是无所
作为的代名词，是经过努力之后保持一个良好
的心态，能进能退，这就是真正的顺其自然。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需要韧劲、巧劲，需要傻
劲和疯劲。凡是成功者要么是“傻子”，要么是

“疯子”。这种“傻子”是常德人民的“傻子”，是
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傻子”，是不计一时一地一
城得失的“傻子”。什么叫“疯子”，就是抛开得
失，一往无前、常抓不懈。不谋全局者不足以
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就需要
我们在产业立市上面、在产业建设的效率上
面，要有一股“疯劲”和“傻劲”。开放强市、产
业立市需要抢抓机遇，新时代、新气象、新精神
要新作为。机遇往往是对有准备的人来说的，
机遇抓住了就是黄金，抓不住就是流水。前不
久，我看了一首短诗，这是俄罗斯的一首诗，叫
做《短》：“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
已经手握黄昏！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
春殷红窦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一生很短，
短的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
总是经过的太快，领悟的太晚，所以我们要学
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同事情、
同学情、朋友情、战友情。因为一旦擦身而过，
也许永不邂逅！”这说明机遇、时机的重要。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有赖于常德人民的
共同努力，有赖于我们各位老乡的全力支持。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不亲家乡水、美不
美故乡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都说
明了乡情、友情、亲情的重要。不管你多高的
官位、不管你发多大的财，还得不忘家乡、还得
不忘老乡、还得在家乡建一座丰碑。富贵不还
乡，如锦衣夜行。我真心希望各位企业家、各
位战略投资者，拿出诚意、拿出信心、拿出项
目、拿出资金，我们为你提供政策、提供机遇、
提供礼遇、提供环境、提供服务，一拍即合、互
利双赢。我相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
导、有常德人民的共同努力、有远方战略投资
者的青睐，常德未来可期，精彩可期。

最后，祝德商恳谈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
位老乡在家乡留下美好的时光，多推介常德、
宣传常德。谢谢大家！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大唐司马城项目位于常德柳叶湖司马楼以北临湖区域，总用
地面积约436亩，项目计划于2019年4月开街营业。4月11日，记
者在工地看到，工人正在赶工，项目主体建筑已初具规模，部分建
筑即将封顶。 本报记者 陈欢 摄

建设中的大唐司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