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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寿提出产业发展目标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50 亿元
本报讯（记者 童宗锦 通讯员 范晖）5
月11日，
汉寿县委、
政府加紧调度产业立市
工作，
要求全县上下通过抓产业，
力争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50亿元。
据了解，该县园区聚力打造装备制
造、医药化工、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电
子信息及新材料新能源四大产业集群，

稳步壮大纺织鞋帽及林产品、文旅康养、
蔬菜及水产品、商贸物流等传统优势产
业。产业已达到一定规模，一些产业已
凸显其市场优势。今年，该县县委在实
施市委“产业立市”三年行动实践中提
出，汉寿县到 2020 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 350 亿元，占全市比重达到 8.1％。

高新区产值达 300 亿元，全县规模工业总
产值超过 400 亿元，产值 10 亿元以上的
产业类企业突破 8 家，工业税收达 6 亿元
以上。
为此，该县委要求，要统一思想，在
聚焦产业、聚焦项目、聚焦发展等方面下
功夫；要有针对性地确定目标，制定计

划，按图索骥、上门招商；要抓好重点，尤
其是要紧盯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要
群体；要严格考核，科学调度，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要关注企业的招工情况，全力
搞好服务，满足企业用工需求；要发动主
流媒体，多方联动，进一步宣传推介汉寿
工业品牌。

专项巡察到村头
4 月中旬以
来，汉寿县聚焦扶
贫领域腐败与作风
问题，成立了 22 个
巡察组，对 22 个村
（社区）开展专项巡
察，图为巡察组干
部在株木山街道茶
家园村座谈走访贫
困户。
本报通讯员
黄立伟 摄

住建局“七严禁”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邓文明）近日，汉寿县住建局
召开了传达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要按照政府“七严禁”规范行为，提升服务水平。
会上，该局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了《汉寿县人
大常委会对县人民政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评
议办法》和《汉寿县人大常委会评议县人民政府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七严禁”规定》等相关文件，
并就 2018 年该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该局负责人强调，全局上下要充分认识
做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重要性，深刻领会
全县优化经济发展会议精神和相关文件规定，从
思想上高度重视优化经济发展工作，行动上认真
做好优化经济“七严禁”要求。

国土局
获首届文明礼仪风采大赛奖

本报讯（通讯员 肖介云 童坤）近日，汉寿县国
土资源局传出喜讯，该局在汉寿县首届文明礼仪风
采大赛中，
获得最佳才艺奖。
4 月 18 日，由该县文明办主办，团县委承办的
首届文明礼仪风采大赛（初赛）中，该局代表队在 35
个参赛单位的激烈角逐中成功获得前十强，进入
决赛。此次大赛以“倡导文明礼仪，展示汉寿风
采”为主题，比赛由礼仪风采展示、礼仪才艺展示、
礼仪知识问答三个环节组成。在比赛中，该局 6 名
男选手现场展示了站姿、挥手礼仪；42 名选手以昂
扬的激情、振奋的精神、文明的形象演唱了《不忘
初心》
《走向复兴》两首展示中国梦的歌曲；最后 2
名选手参加了现场礼仪知识抢答赛，以丰富的礼
仪知识和多彩的才艺投入比赛，精彩的展演博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
了本次大赛的最佳才艺奖。

林业局专项治理整顿作风
河畅 水清 岸绿 景美

汉寿启动水生态整治三年行动
本 报 讯（记 者 童 宗 锦 通 讯 员 陈
林 刘恩彰）5 月 8 日，汉寿县召开河湖长
制工作联席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全县
上下通过三年扎实河湖生态整治与修复
行动，达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
让汉寿的水更清，景更美。
汉寿是一个水资源丰富，河湖密布
的县。2017 年来，汉寿县按照中央、省、
市统一部署，有序推进河湖长制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刘圣鸿 刘文新 陈
林）5 月 8 日，汉寿县沅南垸沅水一线分指
挥部一行，从沅水阁金口堤段出发，沿堤
查看到新兴社区堤段、督导砍草除杂、沙
砾储备、穿堤建筑、渗漏管涌隐患处置等
10 余处现场，
全面开展备汛。
沅南垸是洞庭湖区防汛的重点确保
垸，沅南一线防汛大堤长 52.65 公里，堤
顶高程 39.0～41.7 米，穿堤建筑物 22 处，
历史最高水位达到 40.93 米。为认真做
实做好汛前准备，沅南垸水利会组织工
程技术人员、乡镇相关负责人、水利站

前不久，笔者参加了乡下一朋友家
老人过世后的葬礼。出殡的当天，那些
帮忙的乡亲，一路帮忙一路盘算着这家
人中那些有头有面的人士，哪个还没有
拿出钱来答谢“丧夫”，侍机敲一笔。笔
者认为，如此敲财实不可取。
记得好多年前，哪家老人去世了，左
邻右舍都出人出力，相互帮忙把丧事办
得既节俭体面，又热热闹闹，从来没有人
说帮忙了要获得多少钱的报酬。可如

文凯是汉寿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
湖南锦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他 从 小 就 立 志 干 成 一 番 事 业 ，报 效 乡
亲。当上人大代表，他更责任重大。他
的一言一行都传递着浓浓的代表情怀。
2003 年，高中毕业的文凯，不甘平
庸，以青春似火的激情，加入了东升建筑
公司的队伍，成为了一名员工。为了实
现 他 成 才 报 效 乡 亲 的 梦 想 ，他 不 怕 吃
苦。他当学徒，干起了泥水匠工。决心
从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徒弟干起，走出一
条创业致富之路。他白天跟建筑师傅用
心巧学，夜晚他不顾蚊虫叮咬，刻苦攻读
建筑学相关的书籍。功夫不负苦心人，
在东升建筑公司的那几年里，他没日没
夜地学习工作，埋头苦干，做出了优异的
成绩，一次次赢得了领导和师傅们的称
赞。文凯年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建筑工
人，同时很快成为了建筑公司里一名出
色的年轻技术骨干。

完善了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系，
明确了 10 名县级领导、25 个县直单位、22
个乡镇街道（区）和 286 个村级组织的工
作责任；按照上级要求，对 462 条河流（沟
渠）、45 处湖泊和 342 座水库全部核准；编
制了《汉寿县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
施方案》
《汉寿县实施河长制行动方案》，
完成了河流、湖泊、水库公示牌制作安
装，开展了 5 次规模较大的护河专项行动

等工作，
稳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
针对今后三年的河湖生态治理与保
护修复，汉寿县委认为，汉寿处在洞庭湖
畔，推动河湖长制工作责无旁贷。县委
要求各级河长要清醒认识到环保问题的
客观性和严峻性，高度统一思想，把历史
赋予的责任扛起来；要科学制定生态龙
阳三年行动计划，出台组织机构、人员队
伍、责任体系、考核调度、宣传发动相关

沅南一线大堤全面备汛
■督导处置渗漏管涌隐患 10 余处
长、对去年汛期出险的堤段、穿堤建筑
物、护岸工程、险工险段等进行了全面的
隐患排查，建立了台账。同时，把沿线堤
身建筑物伸缩缝、闸门止水橡皮、拍门插
销、闸门前垃圾、启闭机丝杆校正和启闭

设施的涂油刷漆等基础性工作处理到
位。投入处险资金 1800 万元，先后完成
沧港镇新兴堤段大堤内脚 87 口压把井
的灌浆封闭，新兴嘴高喷灌浆 700 米，外
堤脚块石抛投 7 万吨，新兴社区内堤脚

如此敲钱要不得
□老 童
今，怎么就变了！变得如此市侩，如此充
满铜臭味了！漫天索要礼金，有的还作
为一个来财的门道。相互攀比，只图更
多获得无上限的钱财。而且，此风有愈

演愈烈之势，弄得好多人直呼，人也死不
起了！
当然，帮忙者理当受到感谢，适当给
予一定报酬答谢也是人之常情，但以此

文凯的代表情怀
□本报通讯员 田明时

学无止境。文凯并不满足学到的一
技之长，他一心想学到更多的知识去实
现美好的梦想。他一边坚持工作，一边
坚持学习钻研建筑行业、项目管理知识，
积极参加国省市各类建筑培训，自学苦
攻苦读。不久，文凯又获得了大学建筑项
目管理专业文凭，
年仅 28 岁的他很快就成
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建筑工程师、
项目管
理师，
还被大家选为新的湖南锦达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团队所承建的
县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和芙蓉公馆等 10 多
个大项目，
获得了业主和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

文凯作为汉寿县第十七届人大代
表、党外民营企业家，始终把人民的重托
时刻记在心间，认真履行职责，时时处处
尽职履责。每年的“两会”，文凯不管多
忙，总是挤出时间参加，会前走访民众，
进行深入调查座谈，了解搜集民众反映
的呼声与建议，及时将群众的呼声整理
成建议。今年 1 月，他深入街道、社区，广
泛了解社情民意，发现县城部分地方的
污水管网损坏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
他立即撰写了《关于县城东郊污水管网
建设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的建议》，及时
在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得到

方案，实现部门联动；抓紧抓实抓好环境
卫生整治、垃圾分类减量和集中处理、河
道和公路保洁、僵尸船清理、工业污染管
控、水质监测、河湖连通工程、河长制工
作办点示范、污水处理体系建设以及西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治理三年行
动、农业面源污染整治三年行动、渔民渔
船整治三年行动、畜禽水产养殖业三年
整治行动等 17 项重点工作，打造“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
畜牧水产局、农业局、城管局、水利
局、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等单位负责人就各自分管的工作依次发
言，并对畜禽养殖业退养、黑臭水体治
理、餐厨垃圾处理等提出意见建议。

的固结灌浆和 6000 方土实方压浸，车脑
乾兴堤段内脚 20000 方吹填和鲁家河水
厂取水口的固结灌浆等。沅南一线 6 个
水 利 组 正 全 力 开 展杂草清除和堤面平
整，目前已完成杂草清除 80%，堤面平整
90%，卵石补充 2000 多方。全线增加管养
工 日 3000 多 个 ，增 加 管 养 资 金 30 多 万
元。同时，
他们采用宣传车、
发资料、
贴标
语，挂横幅等方式，在垸内进行了水法宣
传，
全线关停影响环保和堤防安全的砂石
码头 20 处，清理堤身垃圾 120 多吨，砍除
堤身、
堤脚栽种油菜等农作物 180 多亩。

敛财、以此敲财就有违情理了。哪家没
有老人要去世呢，哪家又不需要乡里乡
亲伸个援手帮衬呢！再说，丧事成了敲
财的门道，
那氛围也有失庄重。
移风易俗，节俭办丧事应成为时下
的一个时尚。对那些好事者，借丧事敛
财者应给予制止。笔者真希望，互帮互
助 、从 简 办 丧 事 的 好 风 气 应 当 大 力 提
倡，比阔气、比显摆的丧事做法实不可
取。

了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力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近年来，他先
后就城建、环保、交通等问题，整理建议
达 10 多条，及时向上级反映，极大促进了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对
党和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尽心尽力为
民办实事，体现一名人大代表、企业家的
可贵品德。2014 年以来，每年春节将至，
文凯都为特困户、五保户送去慰问金和
礼品。5 年来，先后为困难群众解难 20 余
次，长期资助贫困学生 10 多人。同时还
积极参加了汉寿县“善益行”志愿者活
动，曾 10 多次带领志愿者到太子庙、军山
铺、毛家滩等 10 多个乡镇敬老院开展送
温暖活动。近年来，文凯累计资助贫困
学生学习，为家乡修公路、修桥共捐款达
120 余万元。3 年来他先后为 300 多名农
民工依法讨回公道，督促有关企业主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王寅星）为扎实开展好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近日，汉寿县
林业局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明确专项治理的
重点，
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会上，该局负责人带头学习了《中共常德市委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
的有关规定》等文件精神，并针对突出问题进行专
项整改即持续深入抓学习。充分利用好每月的支
部会、政治学习会等，学习省、市、县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的一系列文件和查处违反纪律的通报等，加深
干部职工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解；严格贯彻抓
整改，通过个人对照检查、政工梳理汇总、重点问题
集中整治等方法，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并将整改
结果与年终考核相挂钩，使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对照标准抓完善，对调查研究、精
简会议、文件简报、规范因公出差、
“三公经费”及厉
行节约管理等事项，建立相应制度和标准规范，提
高制度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评议，提升服务效能，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人民医院狠抓廉政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史芹）今年以来，汉寿县人民
医院通过抓廉政教育、抓责任担当、抓督查考核，持
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该院着眼筑牢全院职工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院纪委监察室每季度开展一次廉政讲座，通过教育
引导，寓教于理，以廉塑人，增强全院职工廉洁从医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了提高全院党员干部的责
任担当。年初，各科室支部与院党委签定了《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状》，切实履行干部“一岗双责”落实
科室党支部职责。同时，该院党委狠抓督查考核，
进一步强化了各级党组织的职责。今年以来，该院
已接待处理投诉 20 余起，
严肃查处违纪案件 1 件。

诗词学会年会敲定目标

本报讯（通讯员 刘圣鸿 周运曙）日前，汉寿县
诗词学会 2018 年工作年会在县南岳路实验小学举
行，各诗词分会、小组长及理事以上诗词骨干和各
校诗教负责人近百人踊跃参加。
会前，南岳路、东正街小学学生分别进行诗词
“飞花令”和诗词个性背诵展示，为大会奉上一道精
美的诗词文化大餐。接着，学会会长作了题为《讴
歌新时代传递正能量》的主题报告。宣读了县诗词
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名单，并对 11 个先进单位和 51
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扬旗嘴社区等 3 家单位
和会员李恒珍作了诗词创作典型发言。会上，市诗
词学会负责人为汉寿诗词学会赠送了装帧精美的
书法楹联作品后，并寄予希望：南岳路小学和东正
街小学的诗词吟诵活动，在全县乃至全市起到了引
领作用，融入了中国诗词诸多元素，水平比较高。
校园诗教要常抓不懈，促进人才脱颖而出，力争汉
寿的学子明年能进入全国诗词大会。

《常德日报·汉寿新闻》记录行进中的汉寿，汉寿记者
站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494237940@qq.com
lsh7199@163.com
联系电话：2897001（办）
办公地址：汉寿交警大队办公楼七楼
汉寿新闻热线由汉寿电信友情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