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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9日，市政协
主席鞠晓阳主持召开全市县市
区政协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
席肖益林、党组成员李放文、副
主席周晓红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市政协2017年
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安排；听取
了各县市区政协2017年工作思
路和重点工作安排的汇报，征求
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
实体产业发展”专题民主监督和
开展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四个
一”主题活动的意见建议，并部
署当前重点工作以及其他事项。

鞠晓阳要求，全市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积极

参与到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四个
一”行动和专项民主监督活动中
来；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上下联动形成合力，按照时
间节点和计划步骤，有序推进抓
好落实。

鞠晓阳强调，各县市区政协
和各相关单位要做好结合文章，
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任务结
合起来，把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四个一”行动要和“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促进实体产业发展”专
项民主监督活动结合起来，把助
推实体经济发展与推进政协履
职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协优
势，助推实体产业发展。

（马剑敏 刘 玮）

全市县市区政协主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 3 月 29 日下午，市政协主
席鞠晓阳主持召开市政协十二届二次常
委会议。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王若波，副
主席肖益林、蒋科荣，党组成员李放文，
副主席周晓红、李少华、郭妤、徐桂阳，秘
书长伍备战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全国政协十二届
五次会议精神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审议通过了政协邵阳市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

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政
协邵阳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
会兼职副主任、委员建议名单以及其
他事项。

鞠晓阳指出，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
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精神和省委政协工作
会议精神，是市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高度自觉地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全国两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

求上来，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
市委决策部署。要紧紧围绕市委“二中
心一枢纽”战略部署，真诚协商、务实监
督、深入议政，推动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
落地见效，促进人民福祉不断改善。要
多献可用可行之计，恪尽助推助力之责，
广聚同心同行之力，扎实做好当前市政
协各项重点工作，努力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马剑敏 刘 玮）

市政协召开十二届二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 3月29日上午，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主持市委中心
组（扩大）今年第一次集中学习。中心组
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规则》，听取了知名学者郑佳
明题为《文化自信与中国梦》的辅导报告。

郑佳明在报告中详细解读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讲话以及中
办和国办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件
精神，深入分析了增强文化自信的背景，
并就“如何普及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向

世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等进行了阐述。
龚文密在作学习总结时指出，各级

各部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
行好中心组学习组长职责，不断丰富学
习方式方法，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
求，加强中心组学习的指导管理和考核
督查，不断提高我市各级党组织中心组
学习的实效。

龚文密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切
实增强文化自信的责任担当。要增强对

邵阳文化的自信，认真分析研究邵阳文
化的核心，深入发掘邵阳文化的“真、善、
美”，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感和影响力。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群众
思想道德教育，加快推进振兴邵阳文化
工程，切实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积极创
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市委学习中心组成员陈华、杨德平、
李万千、李志雄等参加学习，周迎春、赵
为济、郭妤分别作学习发言。

（记者 曾国栋）

市委中心组举行今年第一次集中学习
龚文密主持 郑佳明作辅导报告

图为唐攀富正在新房前喂养鸡鸭。

“来、来、来……”3 月 28 日上午 10
时，随着邵阳县罗城乡铜锣村新屋组唐
攀富的呼唤声，顿时鸡鸭齐鸣，分别拍着
翅膀、左摇右摆从改造好的房屋周边来
到主人身边。远眺群山环抱、连绵不断，
近看小河流水，松竹并茂。路边盛开的

油菜花随风招展，屋前成群的鸡鸭欢快
跳跃，一幅美丽的农村春意图跃然眼前。

唐攀富是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妻
子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家里还有80
岁的老父亲及一双女儿。唐攀富说：“以
前住的是83年建的土砖屋，下雨天家里

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去年全市启动贫
困农户D级危房改造工程，他破旧的土
砖屋被列入全县第一批D级危房改造项
目。改造后，总计面积91平方米，去年春
节期间搬入了新房。

淡黄的外墙，深红的琉璃瓦，光亮的
门窗，铜锣村18栋改造好的房屋犹如一
栋栋精致的小别墅静卧在村庄的各个角
落。走进唐攀富的新房，四室一厅一厨
一卫通透明亮，雪白的墙壁一尘不染。

“上厕所只要按一下冲水马桶，做饭菜也
有燃气灶和整体橱柜。都赶上城里人的
生活了！”唐攀富高兴地说，“今年我准备
大干一场，争取早日脱贫”。

目前，我市像唐攀富这样住上新房
的农村贫困群众全市共有5万余户，其中
D级危房户和无房户50875户，易地扶贫
搬迁5358户，在全省率先完成安居工程
建设任务。去年，我市把农村贫困农户
危房（D 级、无房户）改造攻坚作为重点
民生工程来抓。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纳入
脱贫攻坚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提拔任
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层层
压实责任，确保任务落细落实。

唐攀富：住上新房 脱贫在望
文/袁 枫 刘飞 图/杨敏华

走转改走转改··布谷声里问农家布谷声里问农家

本报讯 3月22日，新邵县
严塘镇党委书记何冀湘第三次
找到该镇戴何村村支书何良桂，
就全力做好村里的换届工作与
他谈心谈话。这是我市坚持把
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始终，严肃纪
律和规矩，认真做好村级换届工
作的一个细节。

我市把做好村级换届作为
夯实基层基础、打赢脱贫攻坚
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的重要抓手，围绕“提出好思
路、选出好干部、配出
好班子、换出好风气”
和“确保合并村干群

合心、发展合步，确保农村大局
和谐稳定”的“四好两确保”目
标，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全市组织开展了以“我是党
员、向我看齐，同心协力抓好村
级换届”为主题的党员春训，唤
醒基层党员身份意识。全市共
开展集中宣讲5000多场次，各级
党组织书记讲授专题党课近
4000堂，发放“八个严禁”明白卡
84.6 万份，使换届精神入脑入
心。市里挑选近年查处的“两个
专项”整治和干扰破坏村级换届
的典型案例，编印《村干部违纪
违法警示录》，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观
看警示教育片、聆听警示教育党
课等，唤醒党员纪律意识。深入
开展谈心谈话活动，乡镇（街道）
党（工）委做到“七个必谈”，村（社
区）党组织做到“五个必谈”，组织
党员与村（社区）党组织签订《严
守换届选举纪律承诺书》，并在党
务公开栏公开。在家党员采取

“做一次上门宣传、打一个问候电
话、发一条动员短信、致一封公开
信”的方式，向流动党员本人及
家属宣传换届选举工作，使每一
名外出流动党员都能及时掌握
换 届 信 息 。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18284名流动党员有15092人表
示要返乡参加选举。

我市坚持从高从严从实标
准，选择了 90 个村（社区）先行
试点，在3个乡镇整体推进。首
先摸清底子，做到“七个搞清
楚”，即搞清楚村（社区）基本情
况、党员群众思想动态、班子现
状和后备人选情况、参选党员群
众人数、信访遗留问题、影响换
届选举因素、工作思路和对策措
施。其次选准人选，实行“两委”
班子人选同步酝酿、同步审查、
同步考察、分步选举，多渠道发
现和物色人选。初步人选推荐
产生后，对照“九种情形”和《部
门联审准则》，逐条逐人审核把
关，把不符合条件人员挡在门
外。再则严格程序。我市把党
员春训作为一项重要程序，没有
开展党员春训的不启动换届。
通过党员春训，提高了党员自觉
参与换届选举的热情，所有试点
村（社区）党员大会党员参会率
都在90%以上。同时，全市统一
制作操作规程、操作模板和全部
文书资料的规范样本，严格按程
序规范操作，不漏一个程序、不
省一个环节。

（记者 曾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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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9 日上午，全市农业
农村、住建、审计工作会议在市委礼堂召
开。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殿
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刘德胜、蒋
志刚、肖拥军出席会议。

按照会议部署，今年提升农业供给质
量的关键词是调整种养结构、调整区域布
局、加强品牌建设，确保粮食总产维持在
340万吨左右。要完成土地治理项目20
个以上，建设高标准农田11万亩以上，改
良草山1万亩。出台了打造现代农业产
业园、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等一揽子举措，其中包括新增家庭
农场500家，发展1500亩以上种粮大户10
家。注重安全、农民增收、推进改革，也是
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方面。

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的好消息是：
今年，要瞄准全市城镇化率增长2%、达到
46%的目标，继续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要把实施城市山体修复、城市修补
和农村房屋改造、人居环境改善，作为补
短板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实施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三年行动、重点旅游建设三年
行动和“树木进城、绿化增量”行动，加速

中心城区扩容提质。今年，我市要完成
棚户区改造 47748 户、农村危房改造
21380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危房改造的重点。同时，还要做好房
地产去库存、加快建筑业改革、提升城镇
管理水平等工作。

今年，全市各级审计机关的工作重
点是，围绕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防范经济
运行风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促
进政府自身建设加强审计。

（记者 朱 杰 曾书雁）

农业农村、住建和审计工作要这么干

配强选优基层配强选优基层““当家人当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