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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2日举行的2018年高校毕业生与企业供需见面会上，武陵区150家企业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4000多个工
作岗位，吸引了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等在常高校毕业生4000人入场，428名高校毕业
生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意向。图为供需见面会现场。 本报通讯员 江雪晴 项海澜 摄

企业招聘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姚懿容）5月15日晚，副市长涂
碧波召集环保、水利、畜牧等市直有关部门及各
区县（市）政府（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对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我市2017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全市县级及以上地
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改工
作进行逐项交办。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包括：认真宣传实
施《常德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常德市
河湖环境保护条例》，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确保
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全面按时整改到位；进

一步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 2016 年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指出的部分问题；认真研究处理常德高
新区等 6 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常德经开区垃
圾焚烧发电厂二期车间周围重气味等问题。同
时，经初步排查，我市 47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问题中，桃源黄石水库库区群众网箱养
殖、澧县王家厂水库库区集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汉寿沅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防汛砂石堆点
等 26 个问题已整改到位，安乡大桥穿越松滋河
中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红

旗水库多家休闲农庄进行种植经营活动等 21
个问题已启动整治工作。

涂碧波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人大常委
会交办的工作当做一种责任、一种机遇、一种抓
手，加大宣传力度、整改力度、执法力度、监测力
度和督导力度，按照交办任务和时间节点完成整
改工作。要加快落实饮用水水源地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措施，对尚未完成整改的环境问题，抓紧
整治，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对已完成整改的，
要集中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确保顺利
通过生态环境部专项督察。

市人大常委会对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形成审议意见

市政府连夜逐项交办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省
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石光明带
队来常，对我市黑臭水体治理情况
进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罗少挟、副市长涂碧波参加调研座
谈会。

自 2016 年我市城区开展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以来，始终坚持以海
绵城市建设为核心，按照海绵城市
建设“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
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目标要
求，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取得明显
成效。2017年我市完成黑臭水体整
治14个，超额完成工作目标。今年

纳入治理计划的20个黑臭水体整
治项目中，目前已完成14个项目。

石光明表示，常德市对海绵城
市建设、黑臭水体治理非常重视，
力度很大，成效明显，但穿紫河治
理不够彻底、推行河长制工作不到
位等问题，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涂碧波表示，我市将继续加强黑臭
水体治理力度，确保今年纳入计划
的20个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全部完
工。同时，将重点加强对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和对已治理水体的后期
维护管理，切切实实帮老百姓解决
实际问题。

省人大环资委调研我市黑臭水体治理

本报讯（记者 朱爱华 通讯
员 邓弘）5月15日，湘潭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杨真平一行来我市就
德商恳谈会工作进行考察交流。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华主
持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我市相关负责人分
别围绕德商恳谈会的举办背景、成
效和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了汇
报。随后，双方就此类会议的具体
策划、筹办和执行等内容进行深入
的交流与探讨。

杨真平表示，潭商大会召开在
即，此次来常取经问宝受益匪浅，
不但增进了友谊，更是收获了德商
恳谈会的宝贵经验，回去后将认真

消化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完善
相关内容，推动实际工作。他诚挚
地邀请大家去湘潭考察指导工作，
进一步促进两市多领域、多层次、
多渠道的相互合作，共同开创两市
互利共赢的崭新局面。

陈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真
平部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
大家长期以来对常德发展的关心
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希望
两 市 之 间 能 常 走 常 亲 、增 进 友
谊。同时，也热忱欢迎湘潭各界
人士多来常德走走看看。希望大
家能为常德的发展多聚人气、多
提建议，不断增进两地人民之间
的友谊。

湘潭市委统战部一行来常考察交流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上
午，市人大财经委召开全体会议，
审查市财政部门 2018 年部门预算
重点专项资金细化方案。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谭弘发出席会议并
讲话。

参加此次会议的财经专家、财
经代表及财经委委员分别就 2018

年部门预算重点专项资金细化方
案提出了意见建议。

谭弘发强调，财政部门的方案
总体可行，但也还有进一步改进和
提升的空间，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改
革和发展的要求，突出工作重点，
预算审查监督要全覆盖、全过程、
全监管。

市人大财经委审查重点专项资金方案

本报讯（通讯员 佘剑球）5月14日晚，市住建
局在东区建设桥棚改和建设东路施工现场组织
召开夜间施工管理观摩会暨城区十大重点项目
推进动员会。卡乐星球、婚庆产业园、西城物流
公租房等城区十大重点项目的五方责任主体负
责人参会。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市委机关海绵院落改
造、建设桥棚改和建设东路道路新建项目施工现
场，夜间施工紧锣密鼓有序进行。动员会上，穿

紫河公司负责人介绍了如何加快工程进度和夜
间施工管理的经验。市住建部门对夜间施工项
目的五方责任主体，从履责到位、方案优化、文明
施工、节点控制、考核机制、设备组织等方面提出
具体要求。

十大重点项目是今年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
点工程，对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
象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思想上要高度重
视，提高站位、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各项目业主

单位要对项目早计划、早准备、早部署、早作为；
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项目，坚持问题导向和一线
工作法，按时间节点挂图作战；对不担当、不作
为、乱作为、不履责的现象要严肃问责，确保年底
出色完成建设任务。

市住建局夜间观摩调度城区十大重点项目

本报讯（记者 夏孟琦）5月11日上午，武陵区
召开污染防治攻坚战暨2018年“夏季攻势”任务
交办会，传达省、市会议精神，并围绕“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的落实向各责任单位
交办任务清单。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
高认识，真抓实干，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位，增强群众获
得感。

会议首先传达了省、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暨
2018年“夏季攻势”会议精神，并结合武陵实际，
提出了该区2018年在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方面的年度目标、主要工作措施及保障措施。
2018年，该区将力争PM2.5年均浓度由2017年的
54ug/m3下降到50ug/m3，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由
2017 年的 74.7%上升到 77%以上，重污染天数较
2017年减少20%以上；水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
差”，陈家河断面水质达Ⅱ类，马家土

口武陵区入沅
江断面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Ⅴ类，完成乡镇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1个以上；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全面
完成农用地调查工作，全面启动历史遗留污染问
题治理工作，实施综合性治理措施，分阶段、分区
域、按类别解决历史遗留污染问题。随后，芦荻

山乡、区城管局、丹洲乡、东江街道、河洑镇、环保
武陵分局分别作表态发言。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正视差距，提升站
位；紧盯问题，狠抓整改；完善机制，强化责任。
要围绕工业污染防治、道路扬尘控制、秸秆焚烧、
餐饮油烟、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重点工作内容，
集中力量，久久为功，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好
转、水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土壤环境
风险不断降低的
总目标。

武陵打响污染防治“夏季攻势”

本报讯（通讯员 李小莲 李群
山）连日来，汉寿县对参加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的 235 个单位的
12000多名参保人员全面开展缴费
年限确认工作。

根据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改革要求，机关社保的缴费年
限分为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
年限两类，两类年限相加即为本人
的参保年限。此次需要重点确认
的就是视同缴费年限，1995 年 10
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
全民所有制工人、全民合同工、集
体工、农工、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
等六类人员均需要确认视同缴费

年限，改革后按照待遇与缴费挂
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机
关社保的退休工资构成将由基本
退休费和退休补贴变为基本养老
金和职业年金两部分，按照本人历
年缴费多少、缴费期长短来计算养
老金标准，缴费年限的长短直接关
系到参保人员退休后待遇的发
放。为了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
该县人社局快速反应，对全县 235
个单位的政工负责人进行了为期
2天的培训，印制了2000份宣传资
料，将政策落实到位，服务到单位
到人，从根本上解决了职工的后顾
之忧。

汉寿启动社保缴费年限确认工作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 通讯
员 余蔷吏）5月9日，省水上交通安
全指挥监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来常，
对我市地方海事局水上视频监控
工作开展调研。

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常德水上
视频监控中心运转情况，查看了监
控中心各项制度执行情况，并对监

控值班人员进行了现场摸底考试。
调研组要求，水上视频监控中

心要提高监控渡口、渡船的能力，
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船舶超载、非
法载客等违法行为。要严格履行
视频监控工作职责，杜绝安全责任
事故。同时加强分级管理，确保应
急救援值班规范、有序。

省水运局领导调研我市水上视频监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孙玮怿 通讯
员 伍中正 罗润珺）昨日，为期3天
的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党的十九大
精神第二期轮训班开班。全区科
级干部和区直机关党员、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员、区属国有企业党员、

“两新”党组织负责人以及贫困村
村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共200余人
参加此次轮训。

据悉，3天轮训期间，柳叶湖旅
游度假区邀请了相关专家集中讲授

《新时代 新思想》《更加自觉为实现
新时代党的使命而不懈奋斗》《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等主题课，组织观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讲座录像。
学员们还将自学党的十九大知识、
党章，并开展集中学习讨论。

柳叶湖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第二期轮训

5月15日上午，常德市武陵区民政局迎来一
位特殊的客人——“独腿硬汉”邓金维。他虽年
愈花甲，高度残疾，却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
志独自骑行20余载，几乎走遍亚洲所有国家，行
程数十万公里，堪称传奇。

今年62岁的邓金维原是四川电子灯饰总厂
的设计人员，国家二级攀岩运动员。在一次攀岩
时，邓金维出现意外，经全力抢救，截去左腿才保
住性命。虽成了残疾人，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为磨炼自己、回报家人对他的关心，也为了呼吁

全社会关注残疾人，1996年1月9日，40岁的邓金
维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他的环行亚洲之旅。

近年来，邓金维骑遍了亚洲数十个国家以及
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几百个地、市、州和
4000多个县市区，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历经无
数艰险磨难，有好几次还在国外遇到劫匪，差点
丢了性命。尽管如此，邓金维从未想过放弃。邓
金维说，单骑旅行让他深深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使他更加懂得生命的可贵。更重要的是，他向全
世界展示了中国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不屈品格和

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风貌。
到达我市后，邓金维受到市政府和武陵区

有关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对他不向现实低头、
不畏困难艰苦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在武陵区
民政局，大家听闻他的事迹后深受触动，纷纷
表示要学习他执著坚韧、勇往直前的可贵品
质，全身心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生命在本
职岗位闪光。

据悉，此次邓金维常德之行是为申办吉尼
斯世界纪录做相关准备。

身残志更坚 单骑走世界

“独腿硬汉”邓金维抵达我市续写骑行传奇
□本报通讯员 郭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