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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工作开

展以来，常德市公安局在市委正确领导

和省级驻点指导组有力指导下，细化措

施全力部署，用队伍教育整顿的有序推

开，迅速打响动真碰硬、正风肃纪的新

一轮攻坚战。

突出“三个注重”强势谋篇布局

注重提升政治站位，始终把推进市

局队伍教育整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

在首位，局党委先后 4 次召开党委（扩

大）会议专题研究教育整顿，制定《常德

市公安局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层

层压实责任。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先后

召开专题党委（扩大）会、动员部署会、

学习教育环节推进会、查纠整改环节推

进会，统筹推动教育整顿科学实施、有

效落地。注重健全组织架构，成立由副

市长李忠任组长的市公安局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抽调 24 人组建 4 个

工作专班，分别由 4 位局党委班子成员

兼任专班组长，形成了党委统揽、专班

运行、支部落实的工作格局。

坚持“六有举措”力求学习实效

为确保学习教育环节取得实效，该

局力推“六有举措”，学习教育有主题、

有清单，该局紧紧围绕“筑牢忠诚警魂”

这 一 主 题 ，建 立 学 习 内 容 、方 法 、节 点

“三个清单”，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主要

内容，全警人手 1 套辅导读本、学习笔记

和应知应会手册，分两批对市局 790 余

名民警进行政治轮训。有引领有载体，

局党委班子做到“六个带头”，并利用晚

上和周末开展集中学习三次，全体党委

班子成员上党课率、参加支部活动率达

100%。各支部开展集中学习 200 余场

次、红色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 100 余场

次。有标准有评估，坚持“四个学习”标

准，不定时闭卷测试，全警闭卷测试通

过率、清单完成率、集中学习完成率均

达 100%。

建强“四项机制”从严督导推进

建立局领导联系区县全面督导机

制，全体局领导深入联系区县（市）公安

（分）局认真组织开展“六个一”活动，针

对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全方位督导检查

9 次。建立业务警种专项督导机制，市

局各业务警种根据工作职责和教育整

顿要求，对本警种负责的专项警务等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适时开展专项督导。

建立警务督察重点督导机制，市局督察

支队联合教育整顿综合协调组，开展重

点督导和点穴式督导 27 次 ，推进各项

举措落地见效。建立专班常态督导机

制，教育整顿办工作专班重点对综合联

络、线索核查、顽瘴痼疾整治、宣传教育

进行常态化督导检查 8 次，确保工作有

序运行。

突出问题导向 强化查纠整改

为确保查纠整改取得实效，该局通过

开设廉政教育讲座，播放警示教育片《警

钟》等，教育民警筑牢法纪底线，通过“开

大会”“开小会”“致民警家属的教育整顿

公开信”等对全警宣讲“自查从宽、被查从

严”各项政策，帮助民警放下包袱，争取主

动。按照“八个方面”“五必谈”要求，全局

开 展 谈 心 谈 话 5281 人 次 ，覆 盖 率 达

100%。同时，该局党委广开言路，先后召

开两次征求意见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 34

条。为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急难愁

盼”问题，该局列出“我为群众办实事”清

单 70条，与“服务‘三高四新’、建设平安常

德”实践活动深度融合。 （谭 缜）

常德市公安局：狠抓学习成果转化 纵深推进查纠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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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邵阳市邵东市灵官殿镇衡鑫搅拌站厂内洗砂厂将废水废渣

倾倒大木岭山脚（位于衡阳市祁东县马杜桥乡），下雨天泥水

外流；违法在邵东市灵官殿镇三云村长皂山盗挖硅矿，并在

修货运公路时毁坏田地，污染地下水。

衡阳市石鼓区松木工业园内建滔化工等企业排放工业废气，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曾向有关部门举报，未果。

岳阳市平江县龙门镇淖江村汨罗江上游非法采砂严重，目前

虽处于停工状态，担心 5 月中旬后继续采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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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4 月 14 日至 15 日，经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东分局、邵东市自然资源局、邵东市农业农村局、灵官殿

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洗砂

厂废水废渣倾倒大木岭山脚下”问题属实，其它问题不属实。

4 月 13 日，衡阳市生态环境局松木分局、松木经开区经发局等部门和环保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进

行核查，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属实。

4 月 14 日，平江县龙门镇人民政府、平江县水利局、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调查核实，举报件

反映的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整个龙门镇淖江村汨罗江上游无任何非法采砂企业，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曾有平江县金龙黎家砂石有限公司所辖的浊江、大源、黎家 3 个采砂点，2018 年 4 月全

面关停，于 2019 年 2 月对所有采砂点机械设备、场所设施拆除清运，并对河堤进行了修复。2020 年 4

月 22 日，平江县天岳金砂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对金龙黎家砂石有限公司采矿权进行收购，目前处于

相关手续办理阶段，尚未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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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东分局对该公司未按环评批复处置淤

泥废渣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灵官殿镇人民政府责令该公司对该处荒

地进行复绿处理。

整改情况：邵东市衡硕建材有限公司现已对大木岭山脚下废渣堆放场

地采取了复绿措施，共计撒草籽 50 斤、栽树 1000 株。

处理情况：松木经开区管委会对园区内 16 家涉气企业下达了整改交办

函，对衡阳市鸿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衡阳市嘉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的

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依法处理。

整改情况：继续深度治理减排改造，按照“一企一策”，继续开展企业异味

污染物深度减排改造；加强清洁生产管理，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无组织废

气的排放；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积极推进电能管控、烟气治理、实时监控

等工作。完善空气自动监测小微站建设，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将监测结果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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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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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就习近平主席出席领导人
气候峰会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新华社北京4月 23日电 4月 22日晚，习近平

主席应邀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后，外交部连夜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

部长马朝旭主持并介绍峰会主要情况和重要成

果，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通过视频连线

方式与会，阐释我气候变化领域重大政策主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苏伟，生态环境

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通过视频连线方式

参加。

马朝旭表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

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织，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构成严峻挑战和现实威胁。在这样一个重大历

史关头，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峰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同各国领导人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

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再次彰显了中国对

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全球环境治理

的大国担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首次全面系统阐释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和核心

要义：一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要坚

持绿色发展。三是要坚持系统治理。四是要坚持

以人为本。五是要坚持多边主义。六是要坚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六个坚持”体现了习近平

主席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远见卓识，展示了中

国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的宽广格局。习近平主

席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切入，呼吁国际社会勇于

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这是习近平主席站在全人类前途命运高度，秉持

对世界人民和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为加强全球环

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为处于关键节点的全

球环境治理指明了通往清洁美丽世界的金光大

道。

马朝旭表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从未

缺席。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

引领者，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而不懈努力。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排

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基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

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习近平主席宣

布的中方准备采取的一系列新举措实实在在，含

金量很高，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

和责任担当。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开启了中

国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环境

治理进程的新征程。中方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

解振华表示，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发展

与安全紧迫而严峻的威胁，需要世界各国同舟

共济、共同努力应对，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世界经济“绿色

复苏”，汇聚可持续发展合力。中国高度重视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和国际合作，在《巴黎协定》的

达成、生效、落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

来，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坚持

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已经为落实《巴黎协

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20 年，全球疫情持续

蔓延，经济衰退，民生遭遇巨大挑战。中国提出

了碳达峰目标及碳中和愿景，极大提振了国际

社会信心，表明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坚定决心和一贯立场。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

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

目标和行动，提出了落实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

新举措。我们有信心百分之百落实应对气候变

化承诺，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

吹风会回答了记者关于峰会成果、中美气候

合作、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举措、绿色“一带一

路”、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碳市场交易等提问。

▲ ▲（上接11版）
湖南天柱山禽业股份有限公司

双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双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双峰县杏子铺镇委员会

中共双峰县荷叶镇委员会

中共双峰县井字镇委员会

中共梓门桥镇山口村总支部委员会

双峰县纪委监委驻井字镇铜梁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双峰县家湘宝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娄底市娄星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娄底市娄星区财政局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花溪村村民委员会

冷水江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冷水江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局

中共新化县金凤乡委员会

湘西自治州

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宣传部

中共湘西自治州委精准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驻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人民防空

办公室）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中共湘西州委办公室、州委政研室、州接待服务中心驻

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帮扶工作队

湘西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州政府研究室、州畜牧水产事

务中心驻保靖县迁陵镇踏梯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湘西自治州纪律检查委员会、湘西自治州监察委员

会驻永顺县灵溪镇吉锋村帮扶工作队

湘西州教育和体育局驻泸溪县潭溪镇小能溪村帮扶工

作队

湘西州农业科学研究院、州外资外援项目办公室驻花垣

县补抽乡桃子村帮扶工作队

龙山县里耶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龙山县委组织部

中共龙山县委办公室

龙山县靛房镇人民政府

中共龙山县桂塘镇委员会

中共龙山县洗车河镇委员会

龙山县纪委驻咱果乡连界村工作队

中共龙山县水田坝镇中湾村支部委员会

龙山县石牌镇城堡村村民委员会

古丈县农业农村局

古丈县交通运输局

古丈县红石林镇人民政府

古丈县默戎镇人民政府

古丈县岩头寨镇人民政府

花垣县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花垣县医疗保障局

湖南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湖南十八洞幸安祺服饰有限公司

花垣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驻吉卫镇夜郎坪村工作

队

中共花垣县边城镇委员会

花垣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泸溪县委组织部

中共泸溪县武溪镇委员会

中共泸溪县潭溪镇委员会

泸溪县民政局驻白羊溪乡马入田村工作队

中共泸溪县合水镇横坡村支部委员会

中共泸溪县小章乡梓木坪村支部委员会

保靖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保靖县吕洞山镇人民政府

保靖县毛沟镇人民政府

保靖县水利局

保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保靖县脱贫困奔小康协会

永顺县财政局

永顺县农业农村局

永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永顺县首车镇委员会

中共永顺县塔卧镇委员会

中共永顺县颗砂乡委员会

中共永顺县车坪乡委员会

永顺县石堤镇硕乐村

永顺县毛坝乡东山村

凤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凤凰县木江坪镇委员会

中共凤凰县麻冲乡委员会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凤凰县供电分公司

凤凰县卫生健康局

中共凤凰县新场镇大坡村支部委员会

凤 凰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凤 凰 县 人 民 防 空 办 公

室）

吉首富华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村民委员会

吉首市矮寨镇人民政府

吉首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吉首市人民检察院驻太平镇深坳村扶贫工作队

中共吉首市委员会组织部

省直机关工委

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45 组（省法院）

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民主监督工作处

民进湖南省委会参政议政处

农工党湖南省委会社会服务处

省工商联社会发展处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1 组（省委办公厅）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16 组（省委组织部）

省委组织部省派驻村办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14 组（省委统战部）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12 组（省委政法委）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41 组（省直工委）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4 组（省委党校）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事处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3 组（省政协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

省发改委湘西开发和对口支援处党支部

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

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15 组（省工信厅）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24 组（省民宗委）

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党委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管理局（省民政厅扶贫办）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13 组（省司法厅）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

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

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

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

省交通运输厅直属机关党委

省水利厅水利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产业扶贫领导小组工作办公

室）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

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健康扶贫办）

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

省国资委人事处

省林业局规划财务处（省林业局扶贫办）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28 组（省市场监管局）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38 组（省统计局）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银行处党支部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44 组（省人防办）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交流合作处

湖南日报社新湖南编辑中心

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

麻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地颂歌》剧组

新华社湖南分社总编室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

长沙海关人事教育处

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第 49 组（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

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普惠金融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办公室（党办）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办

国网湖南电力扶贫工作办公室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扶贫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移动计划建设团队

中国建筑五局总承包公司

省委组织部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驻新宁县崀山镇分水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驻隆回县滩头镇石托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驻武冈市迎春亭街道荷塘村帮

扶工作队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驻新邵县太芝庙镇严塘村帮扶工

作队

湖南省林业局驻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镇和平村帮扶

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湖南省监察委员会驻隆回

县三阁司镇中洲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政协办公厅驻邵阳县罗城乡保和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驻新宁县金石镇罗源村

帮扶工作队

湖南师范大学驻绥宁县关峡乡插柳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驻洞口县长塘瑶族

乡老艾坪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驻邵阳县郦家坪镇栗树

庙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理工学院驻平江县三市镇淡江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驻永定区四都坪乡熊家

塔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驻慈利县杨柳铺乡腊树村帮扶工作

队

湖南省地质院（原省核工业地质局）驻桑植县洪家关白

族乡水田坪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开放大学驻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回龙村帮扶工作

队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驻安化县小淹镇胜利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驻宜章县瑶岗仙镇新屋村帮

扶工作队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原湖南省国税局）驻汝城

县文明瑶族乡三合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员会驻新田县骥村镇肥

溪源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科技学院驻新田县枧头镇马场岭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驻芷江侗族自治

县岩桥镇水路田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驻新晃侗族自治县禾滩镇三江村帮

扶工作队

湖南省教育厅驻溆浦县葛竹坪镇横路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驻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

木桥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驻辰溪县长田湾乡岩桥坪村帮扶工

作队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驻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三锹乡

地妙村帮扶工作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驻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芋头村帮

扶工作队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驻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

石壁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驻溆浦县沿溪乡青坡村帮

扶工作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驻溆浦县舒溶溪乡

龙角桥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驻新化县水车镇荆竹村

帮扶工作队

南华大学驻涟源市古塘乡申家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驻宜章县关溪乡东源村帮

扶工作队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驻新化县天门乡留心村帮

扶工作队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驻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帮扶

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

公室驻凤凰县千工坪镇胜花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原省旅发委）驻凤凰县麻冲乡竹

山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公安厅驻古丈县岩头寨镇老寨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驻花垣县双龙镇岩锣村帮扶工

作队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驻花垣县长乐乡谷坡村帮扶工作队

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驻保靖县迁陵镇谭家村帮扶工

作队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驻永顺县颗砂乡旭东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农业大学驻花垣县麻栗场镇望高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驻保靖县

吕洞山镇黄金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省烟草专卖局驻永顺县石堤镇团结村帮扶工作队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驻花垣县民乐镇梳子

山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驻凤凰县麻冲

乡高通村帮扶工作队

中央单位驻湘定点扶贫、济南市湘西州东西部协作

财政部驻平江县定点扶贫工作队

商务部驻城步苗族自治县定点扶贫工作组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驻邵阳县扶贫工作组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驻沅陵县帮扶工作队

中南大学定点扶贫工作办公室

济南市扶贫协作湘西州挂职干部工作队历下区驻永顺

县工作组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发布登记：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 17 号 广告部电话：（0731）84326026、84326024 邮箱地址：4326042@126.com 零售：每份 2 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0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