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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fl— »̃：• ：̂ —̨ †̃¡

“·ƒ•：：：¶¤̌ •́¢”：，‚—：容：：–：̂ ：̂ £。 ：：· »̨：• ，̂，ˆ̨ ：‚—̊ ：：容：Ø

：fl̂ »：—•¯̆ œ̨ ：，：：̨ ：：：：§̃ ：：˜̊ –”：‚ł̀ ¸̨ ：̨ ´̄ fl”˝̀ ƒ̀ ¿。 ”1 ：´14
，：，˚：：容：‡̃ ：：fl‚：·ƒ•：： ‚̃：†¿：：̃ ‡，：：容：̊ —̊ —…˝̨ fl…：̨ fl¿“：„： »̃：

• 容̂：：：：—‚—¿fi：：̧ ：。 2020 ˜0：：：·，容：˚—˚—…˝̨ fl…：˛fl»：…«¿“：„»：

• 容̂：：：„⁄：：，：：：：：œ̊ ：·ƒ：：·ƒ•：， ：̧–—¶̌ ´̧ …̌ º：：‚⁄，‚—̊ ：：Ø：fl̨ ´

¯fl，»：…«̋ ¶，º„⁄：：。
。¿»fl»：• 容̂：：：̊ Ł：…。 ， ：̌：：：，¡̊ ：·ƒ•：：‡：–‚：†¿：˜̧ …̌ º»ª–¤，

：：̨ ：̆ ：̧ …̌ º́ ：†«，：：：œ̆ ：•：̨ ：̧ ø•‚·：̨ ：：˜̨ £”ƒ” ‚̋ø：·，·：容ł̆ ：：“

»fļ …̌ º、‚ ：̃：——¶fl。 »：• ，̂ ：̧–：：¶：…˝́ ：·ƒ•：：：¶¤†»»：–：†»̆ ：…：：˜

。：：Æ̌ ，́ »：…«̌ ：：Ø：fl•·：‡̊ ：·ƒ•：：‡：–‚：†¿：Æ‡：： ”̃ ：̌：：“。：：：…：

‚：， ：̧：„⁄：：、：œ»：：，•容̂ ：： ：̃§̃ ：。
容¤̀ ¢»：• 容̂：：：：：：‚。 »：• 容̂：：：容Æ̊ ł”：，»：• ，̂ ：̧–¶：»：• 。̂Ø¿：

， ：̌：…。́ …†¢：ß：：„Ø：：，˝，̊ –…：。¿：º：‡̨ fl” ：̋Ø：fl，¸̊ †́¿̂ ：̄ „̃：̋ ¤，
¶：»：• 容̂：：：：—̃ ：：：，•，ˇ̊ ¶̧ ø•‚·：̨ ：， 容¤：Ø¶：„⁄：：：：…¤̋ »‡：：˜̊ ：

·ƒ•：：‡：–‚：†¿：：：Æ： ，̨ ：̨ ：̂ ：̌Ł：：¿…́ 。， ·ƒ•：：：̌ ：̆ ：́ œ”：¶：̆ ：：：

‡£容ł——¿…”¸̆ ：： 。̄ ：：̌ ⁄，：：2020 ˜09 ： ：́ 容̀æ，‚ˆ̊ —·ƒ•：：：̌ ：̆ ：́ œ

容¤：Ø̃ ：，º：：‡£̃ 0¶，¿…” …̧：̆ ：̌ ，̆ ：：¯43 ， ，̧，：：：·ƒ•：：：̌ ：̆ ：—Ł：“

…：—ł¿…†：8 ， 。̧
…：。¿»：• 容̂：：：„：：：。 容«»：• 容̂：：：̃ ：，º–：：¥̨ »，：‡£容：：：„⁄：：

„：»fi，˝‡‡：：†̄ ，̄¶¤̆ ：»：†»¶¤̆ ：：Ø：fl̊ ：̊ '»：• 容̂：：：。 ：：»：• ：̂ ：̃：

：：—˛˚容： ，̌‚ø：：»：•ˆ¶：ˇ：˚：…˚。Ø¿：，” ：̌：：¡：æ‚：，¸»：•ˆ、…：˝¥»：
• 、̂：¥̨ »»：• …̂：：：¿“：ø：‚»Æ»：• ：̂，—˛̊ 容。 容：：`̃ ¿。：，：–容：：º¶：̊ ：

·ƒ•：， –̧：， ：̧ ：̃‚»：51 · ，̨：º¶：̊ ：·ƒ•：， …̧：̋ ¥： •̃ ：̂‚12 · ，̨：容̊ ：

·ƒ•：， ：̧¥̨ »：：¿“：ø：‚»Æ39 · ，̨：：…：̊ ：·ƒ•：»：• ¶̂：̌ ：51 ， ，̧˘：：—
¿ …̆¶‚：†¿25 ， 。̧

“¶：：：：ł：›•‚·：： ：̃‡：–‚：†¿，†»̃ ：：»‘·ƒ’` ：̧fi、：»‘˛ ’̊`¸̊ ，́
»：• 容̂：：：…，̃ ：：：：：：fl容：̌ ：，：：̃ ：̨ ´̄ fl， —̧ ，̃：：：：，ˆ̧ ß̂ 。。：‡：— ：̃—

： „̃¸́ 。，：：：：‚⁄–：‡：¶fl̀ ƒ，»：•¢„⁄：：，，。Ø。 ”容：̊ —̊ —…˝̨ fl…：̨ fľ ：„：

‚”：：， –̧：̊ ：。
容›̀ ： 容：：'

压缩“失信”空间营造诚信环境
“…：。¿‡ —̌ 容̄¤：Ł，：“–：：：»Æ•：̆ ł，·：容ł：：»Æ” —̋‡，，•–£：：»Æ̨ ，

¶¤̊ 。：：•¤†¿̂ ¯”˝：：»Æ‚：容：：˜„†̋ ，：：， ，̨¶：：：˚§—¯： ‘̃：ˇ：：’：“¶fl
：ˆ•¤´：： 、̃…˝´：： 、̃：›…ˆ：˜˚：¶ ：̨Ł：：‡˝容：：˘：„，‡：•：•¢»：：：»Æ：：
´：：：： ，̂：„̧ ı‘˚§— ’̄¿：…：，：“：：。：̧ ，： ‡̃ —̌ »̄•：‡。 ”，：。：，：：̀ ：：¢

ˇ：：：——： ·̃：»：“： ：̌：”，…：。¿‡ —̌ ：̄：̌ ：容¤：Ł̌ ：‡¡»Æ： ，̌‚ˆ̌ ：…˝̨ fl…：

˛fl̄ ：：⁄̌ ：̨ fl：：•¤̨ fl… …̋：…：†：：Ø‚”：：， »̧˘̆ 容̧ ：。
容：̀ 容˜0：·，`：：¢ˇ：†：，¡¶¤˘：˝¤–¤，„«¿“˘˚˛：，：«：…·：»：：，˚：

¶ ，̨˝¤–¤̊ §—¯̨ ¥… ：̋：— ：̋‚：：，¶：„œ…：„«：：， ：̧–̊ §—¯̨ ¥… 。̋Ø¿：容ł——

„«¿“̆ ：„：，˛“：0。º：·——， …̧fl：—•¢• ：̄·——¿：。
`：：¢̌ ：：：：·——：‚…：：—， ¶：：—：：：·——̨ “： –̃»：·——，¸̧ ：•¤：—̀ ：

64 ，¸，•£¿： 183 ，¸·˛。 ˝¤„：。¿»fl—¯：ˆ‡˝容：，：„¸ı“：ˇ：：”：œ·：¿：
…：，†：，¡：：… ：̆·——†¢：：，…˝́ ：„：¶¤†¢：：，··— ·́：»：：：：·̊ ：¶ ，̨¶：„œ
…：„«：：， ：̧–̨ ¥„：̨ ¥… —̋—̨ “：ˇ̧ ：·ƒ：：。 „†̊ ：：：：·——：‚…：5003 …：，
容Æ：‚4809 …：，：·——容Æ：‚´˚96.12%，˘：：—˚：…˚：·容Æ 3031 …：，˚：…˚
：·容Æ´˚60.58%，：·——：容˛»–0：˜¶： 7.5243 ：：：“，：·——–0：˜：容˛»´˚
47.74%。

¯：：⁄̌ ：̨ fl：：•¤̨ fl… …̋：…：†：：Ø…：。¿…：¶容…：†Ø，，«‡：‚œ：：，¶容·：
˚§— ‡̄ 容̋：：·——，˝，̊ –，¶：̆ ：：—4 ˆß：—̊ §— …̄。́ …： „̃œ…：„«：：， ：̧–：¸

： ：̂Æ—：：‚»：、：Ø：fl·ƒ：：：，·º̊ '‚ł：Ł·ƒ：：。
： 容́£†¤ »˘̆ 容

“：：†Ø：：†Ø：†，«„⁄：：…«¶¸
：：：“， ˛：ˆ。：“‡⁄˘：–£‡：‚：：„：，

˚ ，̆：˛：˛˚：：¡：：：‚：†，«：：ˇ：。 ”
容：，：，容：˚—˚—˛fl‡£˛fl、˚—…˝˛fl˚Ø
…。、 ˚—…：˛fl：：，˛：：–：：：：：†Ø：：

†Ø：†，«˛˚：：：ß‚˜»Æ：Ø：ˇ， ：：：»

·˛̨ “：：：‚：†，«。ˆ̌ ：：fl：：。
2020 ：：：·， 容：˚—˚—…˝˛fl…：

˛fl˛“容ł：»†容：：ˇ‚：：˚：：：†Ø：：†Ø

：†，«„⁄：：，：˛„：˚：`¢“ˆ»：—：†，«
：˝̂ »：—：：：‚”：˜：：˜：，：¯`ƒ´：˚：
“¸ ‚̃：：容̨ »”：

…：¶容…：†Ø：容˛»。 †：：ˆˆ¿…：

¶，¶¤˘：¿“：„：：†Ø：：：：”˝†»¶¤˘：

¶：ˇ：：：（容：：：）… （̋„⁄）˛fl容ł——¶容
：……：†Ø，容«…：¶容…：†Ø„Æ·'，«˜0，
˝¤„：‡Ø†Ø˝，†容´…：：´…ˇæ、 †Ø：˜

：¤： 、̧：：：‚：˚`ˇ：，•容˚容，…：˚–•¢
ˇ：·：：：：˜˛˚：：”˝：†，«：：»…†¢`¢

…·：ß‚ 。̃ 2020 ˜0„†¿“：„：¤ˇ：…：
¶容…：†Ø 6 · ，̨ •¢ˇ：：：†Ø：：†Ø：†

，«•：ˇ：：ª 8 ·ƒ， ¯¯†Ø：†，«：：»…

16 ‚：。 ：º¶：：œ· …̨：¶容…：†Ø、：：†Ø
：：：：：—•¢ˇ：：˜•：ˇ：：：»…˛˚：：，

：ø`—‡：：ß‚˜。：：¥， ：˘¶¤：ß‚˜•容

：‚，†¢：：̌ ：̆ ：̃ ：：ß‚˜̋ 0– 。̌
：†…：：Ł̊ '：容̨ »。 ：·：：“„ƒ̃ ：

˝0：˘、：Ł–‚˘º，«、：†，«¿：¿¿”：›
：：，2020 ˜0¶：：‚»：˚：：：：¶。ł：：

容ł——，«ˆ：：：—：：：…¶， —´容¤‚：–0

：…：‚»：˚： 4 …：， ：…：：：… 230 ˘容
•容ˆ：，¯：–‚：：：˛、。容–：、：：：：，«
— ，́：：：” ：̋：：：：‚»：̌ ：̋ ‡、：†…：̌ ：

˝‡、ˆ 容̄ß：Ł̊ '：，：»̄ œ‚：¶¸̊ ：：：»fl：Ł

–‚，˚：̌ ：：†…：：Ł̊ '•：。ł»fl、，：…：：Ł
–‚。：：：»fl、„：：：： —̧—„：•¶»fl。

•：̌ ：¯¯†Ø：容̨ »。 2020 ˜0„†
…˘¿“：„“：：¶`˚容”：‚»： 48 · ，̨¶：
：‚»：‡¡¸ø容ł——，«ˆ：ˇß¶： 16 ·˛，
¿“：„：†，«…：†Ø 12 ·˛，：：˛´…：†：
：。…。 150 ，¸·˛， ¯¯†Ø•¢，，：¢：·

»…：： 1 ，¸（‚—ˆ：»…：：），˛：：»˘：
：：†Ø：：†Ø：†，«̊ „́ •̊¢：œ。 “：：¶`
˚容”：‚»：：：˚：“`ø–：：“”：“。：，：º
¶：：‚»：¶：ˇ：`¿：：¶¤：˘：‚»：•容：‚

48 •：、：ƒ…–：⁄：‚ 48 •：，，•–£：ˆ
† 、̋：ˆ：'：†，«，：：”ˆ：‚»：容Æ˚ł¯ª
¸ 容̋»容：…：— ：̃：…ı：„̊ Ł：…。

：˘¶，：·——：容˛»。 ：Ø：fl：：†Ø

：：†Ø：†，«„⁄：：：˘¶，…fl：：：§ˇ： 8
· ，̨ˇ：… …̋：…：†：˚：、ˇ：：：（容：：：）
…˝（„⁄）˛fl、¯：：⁄…˝…：…：†：：Ø：，
•¢•¯˛˚：：ˇ：¸：•：：：‡˚¯œ–：：，‡：

—：：：‡£：ˆ˛˜˚Ø‚æ˚容、 –：‚æ 61
：：，：‚»：（：fl˛˚）‡˚¯œ–：：，·º˚'
：：̨ ˜̊ Ø‚æ̊ 容、–：‚æ71 ：：，˝‡：»·º
˚'：：̨ ˜̊ Ø„：：：、˛ ：̊：̌ ：̧ ：„：：：：，4
‚：：¤：¸̃ £：：，†»¶ 。̌¿»fl” „̋：•¶„⁄：：

`：‡：，˛“：：•¤¿“：„：：†Ø：：†Ø„⁄：：：Æ
„'。¿：—̀ ƒ： ¶̆，–£： 。̌ ‚：»：

容：̊ —̊ —…˝̨ fl…：̨ fl†»¶ ：̌„̊ ：„⁄：：：：，˛

“四个到位”紧抓审查调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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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

：§：”：”‡⁄˝ı：'¸：：»——， 容：，：

：·：容‡£：´̊ —¶：：—，： „̋œ•：容：：：

¿“：„。Ø¿：容ł——：：：—。‡£：´̊ —̨ fl‡£

˛fl、‡£： ：́：•：。ł̧ ：̀ ：：–：：— ‚̧：†˛

…：：：：—。
˝ı：'¸：：»——ˇ，”：†˛„：`¸

˚—¶：：—„œ•：：：容：˚：、 ˛˜»fl‡⁄

：，、 „œ•：容：：：：：：«：„：：„：”˝

„œ•：：：。：˚：， ˇ0ˇ‚`¸容：˚—¶：

：—„œ•：：：：§：œ：˜：§ˇ：、 ：：`•

。Ø¿：。 ：ø：‚»Æ：ˇ，˚—容：：：：：、
˚—¶：：—ˇ：„：‚”：：，¸ˇ，”：»ª–¤

`¸‡£：´˚—„œ•：容：：：¿“：„。Ø¿：

…：˚—¶：：—“„œ•：容：：：：：：«：：”
容¤：Ł。Ø¿：。

：：—¸‚：–：˚：，2020 ˜0，‡£
：´˚—¶：：—··：：`¸，«˚—˚：‚：‚：

：—“„œ•：容：：：：：：«：：”，：：…，̊ 。

：Æ‚：，«˚—：：—£：œ：·：ß：：：˚`¿

：˜：——§˝：：¶， ：†˚。”º：：：fi„œ

：：：：·«˝‡， ·«‡—”：：«：“´：：˜

：—：：‡¢˚：。 ‡£：´：：•：。ł容«…Æ

‡：：：：：‚fi¸ø—Ł、 ，”：：¸ø¯˛”˝

†¿¶：¸ø˜：容Æ”ˇ˘：：·， ，«`ƒ：§

‡：：：•容：›…ˆ容¤：Ł”˝：：»Æ˛，

¶¤， ，«`ƒ：§‡：˚—¶：：—„œ•：容：

：：： ：̃：：：¿“»¤容Æ„ß。

˝ı：'¸：‡：•：¿ˇ¶¤`¸˚—¶：

：—： ：̃：：§：：̃ ：” ‡̋：„ß，ˇ£̋ ß„œ

•：¿˘·：：º‡£：´˚—¶：：—…：—ł：容

¸：：：̂ æ„†容¤： ”̃ ：̌：：：́ •，：：„œ
•：容：：：：º：§—£：：˜0˛˜»fl·«˝‡

：—»œ容Æ” ，̌， ‚̂：¶：： —̄ª：§：：：容

„œ•：¿ ·̆：：§̌ ：。
„œ•：¿˘……·：：§：：：：¿˘：§

：§：”：—：¿：–̃ ：：：容：：：《––¶•：fi
´•———：：：：··— ：́˜̋ »̆ ：̆fí 》̂
˛“：：，ˇ：‡£：´̊ —¶：：—„œ•：：：：§

：œ·œ–：容†˚：`¸––¶•ˇ：˝‡：˜容¤

：Ł：œ‡：、 ：ƒ：ˆ。Ø¿：…：˛·：·：„

˝ß。 ：：：：：ł 容›：»：：

“。º·：…：：ˇ˚：：¡：：„：¶¤，¶：
˛¥•·»»容：…˝́ ：： ，̃：：…˝̨ fl容«：：„：

：：… ：̋：•¤：ˇ̧ ：†Ø·ƒ， ：ł†»„ˆ̌ ¢，
，•–£•：。：˘ł：：。 ：“˝¤„：»»容：：¡

：：，：¡‡：” ‚̂：†¿、¯：。¿” ：̂：：：、»»
‡：—´ˆ：ˆ†……”：：容：，：»¶˛˚：˘：
：：̀ ：：¢̌ ：— ：́†：：16 ‚：·：（：：。ł）
“：»˝˘”»Æ‡¡†¥•¯，˚：˘：：—，‚ˆ：：
…˝̨ fl̊ Ø…。：：”0：：：：《：ˇ̧ ：»»容：…˝

´： ，•–£•：。：̆ ł：：》˛“：：，—ß¶ »̀»

容：：¡：： “8 ‚：：ˇ容ß” ”˝ “5 ‚：：»
´：”，容ł：»†容：ˇ̂ ：»»容：…˝́ ：：“。：。

2021 ˜0：“：'：：”：， `：：¢ˇ：

‚：·：（：：）“`容˛fl”»»容：„⁄：：容：：¯
：——：̋ 容̆ł。 ˛“：ˇ̧ ：·：(：：)“`容̨ fl”

»»容：…˝́ ：，：“：：•：。：̆ ł：：：˜»»容：

»•：‡，ˇ：…˝̨ fl…：̨ fl：Ø：fl4 ‚：»»容：
…˝́ ：¶容†Ø：¤：：，：：4 ˆß…˝˛fl…：˛fl
：：：：‡：：–·ł¶：，4 ˆß…˝…：‚：†¿†˛
：º，•：–：̌ ‡́ ，̀«ˇ：130 ‚：·：：：：：
。ł，：容‚：：¡：：̌ ：‡¡̊ ：：：¿“：„…：¶容

…：†Ø，˛“·：…¶»»容：–£…：»⁄”容。
»»容：…：¶容…：†Ø˛“˘：1 ‚：： ，́

：：：“̃ ：，：̨ “：¶：— ：́»容：·：（：：。ł）
：‡：Ø：fl˛fl：–»Æ‡：：–”：：¡，¸‡ı†容

， ：̧¡容ł——： ‚̊æ：：†Ø，•：：„·：（：：）
“`容̨ fl”‚：†¿“·ł†¡： ‚̌：”。 ¶容·：‚：
·：（：：。ł）：：·：`：：…、：‚：…：–、”：
：¡，¸‡ı†容，¸：¡•：–：。'¶'《·：（：：
。ł）“`容̨ fl”»»容：：⁄·：„⁄：：：‚：…：–

‡—¯：˚Ø》《·：（：：。ł）“`容˛fl”»»容：
”：：¡， ：̧⁄–‚， ：̧¡‡—¯：˚Ø》， ：：：ı

：æ̊ ：»»容：…˝́ ：。 ¶：̧ ø：—·：（：：。ł）
： ：̃¡： 容́ł——…fl：—̋ ‡：»–£„：，：：–‚
：：‡£： 容̆»。 ‡：•：•¢»：̌ ：：：（容：：：）
… （̋„⁄）˛fl” ·̋：…¶… …̋：：–：：： ，̂：„
˚：…：¶容…：†Ø：：， ，̨¶：‚：·：（：：）»»
容：：¡：：。Ø¿：容ł——，«‡：…：¶容，•：：„
‚：：：‚：， 、̄†：：：”˝̆ »̆：»»容：：¡：：

： —̃—̨ “•¢：œ。 …：。¿¶：‚：·：（：：。ł）
»»容：„⁄：：： ¶̃容：…，，•–£：¡：：‡：—：
†»´：、»•容：†»´'、”ˇ•¤：——§。 ˜¿

。：，，«̌ ：·：…¶“`容̨ fl”»»容：…˝´：`…
” ，̂：¡：：„⁄：：：：容：́ ：̂ ：„˜：——：˝˘

容ł。 — ：̀ø̀ ： ·：： 。̄：

„œ•：¿ ·̆：：—„：̀ ：：…：：‡£： ：́：：—„œ•：容：：：¿“：„。Ø¿：

继续探索军民共建的合作道路

临澧严把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