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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丁立）10 月 10 日
上午，常德市纪委监委驻市检察院纪监
组副组长尹军祺、市纪委监委驻市检察
院纪监组纪律审查室主任杨毅，在白洋
堤检察院对 3 名新任干部开展任前集
体廉政谈话，并提出殷切希望。

尹军祺说，新提任的干部要把握好
自己的人生航程， 在新起点上开好头、
起好步，倍加珍惜岗位，争做“五好”干
部。 一要争做“信念坚定”的好干部，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增强政治定力、坚定政治
信仰。 二要争做“勤于学习”的好干部，
把“终身学习理念”贯穿工作和成长始
终 ，自觉向书本学 ，向实践学 ，向先进
学，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三
要争做“务实担当”的好干部，坚持“干”

字为要、“快”字为先、“敢”字当头、“好”
字为本， 在破解矛盾和问题中锤炼作
风、提升能力。 四要争做“忠诚尽责”的
好干部，自觉对标职责任务、对照党章
党规、对照民生期待，不搞形式，不务虚
功，勤勉履职，真正做出经得起历史检
验、人民群众检验的实绩。五要争做“勤
政廉洁”的好干部，始终坚持把纪律规
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
生活纪律， 珍惜组织和人民的信任，珍
惜政治荣誉， 永葆高尚情操和浩然正
气。

3 名新提任干部均表示，将以崭新
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投身新岗位，在
履职尽责中历练品行，施展才华 ，体现
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皮雅君）今年来，
驻市检察院纪检监察组督促市人民检
察院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在加强
疫情防控预测预判 、认真落实疫情
防控举措方面有效发挥联动作用 ，
积极推进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为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提 供 有 力 司 法
保障 。

市检察机关在作好自身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严

厉打击涉疫情违法犯罪， 全力支持和
推动相关企业复工复产。“驻企防疫联
络员”上线精准对接。检察机关选派多
名干警到企业担任驻企防疫联络员 ，
定期“面”对“面”，与定点联系企业进
行深入交流，在做好监督检查时，督导
企业做好防疫工作。 通过实地走访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帮助企业申报落实帮扶政策，确保
防疫复工两手抓、两不误。

同时， 常德检察机关先后选派 6
人与武陵区南坪街道沙港社区工作人
员在大街小巷等防疫一线巡查， 对督
导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
整改意见。 他们还向门店派发街道制
作的复工复产责任标识牌， 为住宅小
区和营业的餐饮门店派发抗疫宣传海
报，作好防疫知识和政策宣讲，以实际
行动为防疫摸排、 复工复产工作增添
力量。

常德津市水利局：
靶向监督招投标

本报讯 （通讯员 易宗明 郭庆 ）今年 7 月
以来，一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领域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被津市市纪委监委曝光。

津市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津市纪
委监委派驻农口片纪检组牵头成立，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对 2017 年 1 月以来实施的相关项目招投
标进行自查清理 ，实施严格监管措施 ，落实招
投标文件备案审核，防止排斥潜在投标人。 同
时，强化评标专家管理，加强招投标信息研判，
推进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结合水利
日常业务强化标中标后监管，强化项目法人的
主体责任。 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对问题线
索及时移送处置。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阶段将加大
工作力度 ，进一步防堵工作漏洞 ，落实边整边
改，加大问题查处 ；通过上下联动，一体推进，
进一步巩固深化水利工程招投标突出问题专
项整顿的效果，净化水利建设市场。

魅力四溢正能量
———《我爱我的家乡》观影有感
□张勇

祖国华诞，我爱家乡，佳片有约。
这是一部精心酝酿的大片。
明星大咖参与 ，各代导演担纲 ，影视界百

花齐放。 艺谋一白宁浩与思诚，葛优范伟黄渤和徐
峥， 敏涛闫妮马丽王宝强， 吴京昊然沈腾加魏翔
……老中青倾情投入，说唱演信手拈来，导和演走
位之强，用心之处，阵容可见，点滴已鉴。

坚定文化自信 ，没有挂在口头上 ；坚定文
化自信，着实放在了心头上。 这是一部精雕细
刻的佳片。

拎起精钢钻，打磨瓷器活。 该片融入近两
年票房居高影片的精髓，《外星人》原班人马寻
找外星人， 开心麻花转至山村打造开心事，开
出租车的张北京还是戴着要在奥运会上露个
脸的张北京……是你是他 ，有你有他 ，切换的
是场景，熟悉的是过往，不变的是情怀。

影片章节顺序动心思，逗你笑，戳泪点，感
动你，确实行！ 民族服饰，抖音直播，传统与现
代同在，传承与创新并行，黄沙与绿洲对比，一
部电影，考究多多。

这是一部精美动听的唱片。
我的家乡， 在东西南北中的路途上大山

里 ，在天南海北望乡的思念中味道里 ，在金山
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日新月异里。

一张农村居民医保卡，道出了我们农村合
作医疗的普及 ， 国家异地灵活就医政策的便
利；一幅科技兴镇乡村游的热闹景象 ，描述的
是科技创新带给农民致富的实惠；一位心牵支
教的教师，一所已经变成色彩斑斓灯火通明的
乡村小学，展示了我国解决偏远地区教育问题
的实际举措；一片沙漠里的绿洲，退耕还林，绿
水青山，无不在深情述说，在我们眼里，没有荒
凉的沙漠 ，更没有荒凉的人生 ；一段发生在东
北的小夫妻的故事，反映的是齐心协力，打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5 段故事，5 个重点，来自人民，向上向善，
感人至深。 影片讲着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
体现中国魅力 ，汇聚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每
个人，努力做成一件事、干好本职工作，把我们
正在从事的事业，继续笃定地向前推进！

作者单位：市纪委监委驻市中院纪检监察组

西洞庭管理区召开巡察整改专题会

近日， 常德西洞庭管理区召开党
委领导班子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
会。 副市长 、党组成员龚德汉 ，市纪
委 市 监 委 第 一 监 督 检 查 室 主 任 刘
敬平到会指导 ，区党委书记王启武
主持会议 ，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参
加会议 。

会上， 龚德汉对着力抓好巡察反
馈问题整改、 持续巩固整改成效提出
了具体要求。 王启武代表区党委作
表 态 发 言 ， 表 示 要 提 高 站 位 抓 整
改 、以 上率 下 抓 整改 、统 筹 结 合 抓
整改 。

区纪委监工委、区办公室、区组宣
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通讯员 杨博什 刘婷婷

鼎城区财政局开展集体廉政谈话
近日， 鼎城区财政局组织局机关

全体干部职工开展集体廉政谈话。 会
议由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黄国平主
持。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常念“紧
箍咒”，敲响“警示钟”，提高“免疫力”，筑
牢“防火墙”，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
定。 要求班子成员自觉担负起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带头示范，
认真抓好作风纪律。 通讯员 张毅

柳叶湖区教育系统杜绝“舌尖浪费”

近日，为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精神， 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教育局在所有学校开展“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为确保工作推进， 区教育局对各

个学校食堂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工
作的落实情况、 学生餐费收支情况等
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 要求
学校进一步加强食堂伙食费管理 ，确
保每一笔资金使用公开透明、 规范高
效。 通讯员 张霞 唐军

常德技师学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
近日， 常德技师学院召开党风廉

政建设专题会议， 总结前 3 个季度的
党风廉政建设成果， 对第四季度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党委书记毛泽陆主持
会议。 毛泽陆表示，接下来的工作，要
进一步加强政治意识，抓好党员教育，
坚持正风肃纪，牢记“两个意识”，切实
完成好全年党风廉政建设任务， 确保
2020 年度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完
美收官。 通讯员 文兰球

倍加珍惜岗位 争做“五好”干部
驻市检察院纪监组对白洋堤检察院新任干部任前集体廉政谈话

座谈会现场。

市民政局开展科级
干部任前廉政谈话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燕喜 ）
近日， 常德市民政局党组副书
记、 副局长殷宗仁对殡葬事务
中心新提拔的 8 名科级干部开
展任前廉政谈话。

谈话中， 殷宗仁对新提拔
的干部表示祝贺， 表示殡葬部
门要为老百姓提供优质便捷的
服务，作为中层骨干，更要具有
精湛的业务水准。 同时，他还要
求新任干部要讲政治和大局观
念， 做好身份角色及观念的转
变，将专业业务知识搞懂摸透，
加强廉洁自律， 带头做好作风
建设， 树好新时代民政人的形
象。

会后， 新任干部纷纷表示
任前谈话让他们受到了深刻的
教育，将以这次谈话为契机，忠
诚履职，敢于担当，以实际行动
来回报组织的培养和信任。

驻市检察院纪检监察组：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助力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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