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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6日上午，我市召开加
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会议。会议强调，
要抢抓机遇，聚焦发力，努力谱写邵阳工
业发展新篇章，为“产业兴邵”和实施“二
中心一枢纽”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王昌义，副市长彭华松，市
政协副主席周晓红出席会议。

今年，我市工业将以搞好“一核一
带多点”工业布局的规划定位，建立向
上对接项目的工作机制，形成承接产业
转移的有效途径，推动传统动能与新兴

动能的双轮转动，全面落实服务责任，
完善调度工作手段等工作为基本思路，
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8%，规模工
业企业总数达1250家的总体目标。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型工业化
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切实担起工业兴市
强市的历史使命，把抓好工业经济摆在
至关重要的位置。要注重把领导力量
向工业集中，部门合力向工业聚集，要
素保障向工业倾斜，舆论宣传向工业聚
焦。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理顺园区

体制机制，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以过硬
的措施和超强的力度抓好工业发展。
要抓好重点项目建设，重点扶持可以做
大的规模产业，下功夫引进重大产业项
目，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建
设千亿园区、打造百亿产业、引进十亿
项目。要建立“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
评、半年一小结、年终一考评”的工业经
济讲评调度制度，出台引进工业重大项
目奖励办法，推动工作责任落实。

（宁如娟 肖容 肖林）

聚焦发力加速推进全市新型工业化

本报讯 4 月 5 日，我市召开建设
全域旅游基地、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座谈
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春在会上
强调，要把旅游业作为“产业兴邵”的重
要支柱产业来抓，营造“全域旅游共建
共享”浓厚氛围，推动全市旅游产业发
展。副市长晏丽君参加会议 。

座谈会上，各县市区与会代表结合
各自实际，围绕全域旅游、旅游产业发
展主题，就如何完善旅游发展规划、加
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旅游＋”文
章，纷纷畅所欲言。

周迎春指出，全域旅游是大众旅游
的新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旅游
产业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脱贫攻
坚、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各级
各部门要解决好认识层面的问题，坚
持”旅游＋”发展战略，把旅游业作为

“产业兴邵”的重要支柱产业来抓。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和工作
合力。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从业者要增
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加速建设全域
旅游，推进全市旅游产业发展。

周迎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解决好

操作层面的问题，要做好顶层设计。各
县市区要结合自身旅游发展实际，突出
做好旅游发展规划，突出全域旅游和旅
游产业两大发展主题。要明确工作目
标，认真落实旅游发展规划，以“八个
一”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具体抓手，
发挥旅游载体功能，积极实施产业融合
发展；要从工作机制、队伍建设、政策资
金、旅游发展要素等方面强化工作保
障，营造“全域旅游共建共享”浓厚氛
围，推动全市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伍 洁）

加快全域旅游基地建设 推进旅游产业发展

本报讯 4月6日，记者从市扶
贫办和市旅游局了解到，省扶贫办
公布了30个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县
名单，我市隆回、新邵、洞口、绥宁4
个县名列其中。其中每县选择一个
贫困村作为乡村旅游扶贫示范项
目，每个村可获得100万元的省财
政专项资金，用于发展乡村旅游。

据介绍，旅游扶贫示范项目村
申报条件，必须是旅游资源丰富，当
地政府支持，村里积极性高，贫困人
口相对集中，基础设施相对成熟。

据了解，财政扶贫资金70%必
须用于贫困农户参与和直接收益的

旅游扶贫项目，补助标准为2000元/
人以内。其补助到户资金既可以采
取直接帮扶到户的项目，也可以采
取股份合作方式共建共有。项目建
设内容主要为：贫困农户发展农家
观光果园、花卉、农家鱼塘、农家特
种养殖园（场）等种养业补助；贫困
农户开发餐饮农家乐、农家茶馆，兴
办农家作坊开发民族民间工艺品、
纪念品、特色食品等旅游商品补助；
贫困户新建家庭旅馆，客房、浴室、
厨房、厕所、周边环境等设施改造补
助；合作共建有收益的游客中心、停
车场、商业网点等。 （杨 波）

我市四县列入省乡村
旅游扶贫项目县

本报讯 3月29日，邵东县委
统战部组织县工商联、民盟、民革等
单位60余人到邵东职业中专学校
种树播绿，拉开了共植“同心林”的
活动序幕。

今年来，邵东县委统战部、各民
主党派和广发银行邵东支行、邵东

职业中专等单位踊跃参与“四边五
年”绿化行动，各成员单位共同筹资
20万元，帮助邵东职业中专绿化校
园 100 亩，打造邵东第一片“同心
林”。园区内全部栽上桂花树等树
木，预计4月中旬可全面完成任务。

（贺旭艳 刘庆辉 何拱桥）

邵东各界共植“同心林”

本报讯 4月4日上午11时许，
双清区爱莲街道值班室接到火警电
话，巡防人员在宝龙村大岭山发现
火苗，值班人员迅速组织森林防火
义务队员和宝龙村干部，携带灭火
工具奔赴山上灭火。经过近半个小
时紧急扑救，大岭山的火苗全部扑
灭。

清明时节是安全生产重要防护
期，爱莲街道重点加强烟花爆竹和
森林防火安全工作。3月28日至4

月4曰，该街道组织派出所、安监站、
城管办的12名执法人员，对辖区内
小商店、小花圈店等39家经营门店
进行烟花爆竹清查，查处非法经营
烟花爆竹门店5家，共收缴非法经营
鞭炮97封，并进行集中销毁。同时，
该街道坚持值班和巡逻制度，发现
火情及时报告和及时救援，将安全
损失降到最低。 （伍洁 杨军）

爱莲街道抓安全排隐患

本报讯 今年清明节期间，全
市公安机关民警、辅警在加大山火
防控巡逻的同时，闻警而动，处置得
当，扑灭了多起火情，确保了我市清
明期间无重大火情发生。

4 月 2 日，清明节小长假第一
天，隆回县荷香桥镇的毛铺村、五四
村、江东村，鸭田镇的青庄村，罗洪
乡的孟公村、塘弯村、采莲村等地均
发生森林火情，在隆回县广大公安
民警辅警、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
及人民群众的合力扑救下，及时发
现并扑灭大火，挽回经济损失上百
万元。 当日中午12时许，荷香桥
镇毛铺村“太冒地”山上发生火情，
荷香桥派出所所长肖义聪带领民警
胡彪、辅警肖湘豪、范水求第一时间
赶到火灾现场，组织群众并身先士
卒投入灭火工作，经过两个小时的

扑救，成功将这起火情扑灭。
同日，新邵县太芝庙、陈家坊、

新田铺、小塘、雀塘、巨口铺等多个
乡镇因扫墓而引发了数十起火情，
各辖区民警及驻村辅警们冲锋在
前，全力扑火，由于扑救及时，每起
火情均未引发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
损失。

清明节期间，我市3299名驻村
辅警都坚守防控火灾一线，一边牵
头严密巡查一边听从应急调遣，无
一人空岗离岗，有力维护了清明这
一特殊时段的森林消防安全。

（袁光宇 潘帅成 吕叶文）

清明巡查到位 火情控制在手

本报讯 近日，邵东县公安局
廉桥派出所重拳出击，迅速破获一
起持刀抢劫案，打击了违法犯罪分
子的嚣张气焰，以强有力的行动有
效维护了辖区社会稳定。

3月24日上午11时许，当地村
民赵某某走在廉桥镇冬瓜山上，这
时，突然冲过来一名手持刀子的歹
徒。面对持刀歹徒，他未敢反抗，眼
睁睁地看着歹徒拿走了苹果5S手
机和一些零钱。持刀劫匪得手后迅
速逃离开现场，赵某某随后报警。

接警后，廉桥派出所值班民警
迅速赶赴案发现场，向受害人询问
调查案发细节，了解嫌疑人的体貌
特征以及逃跑方向。并立即组织搜
山抓捕，最终在冬瓜山附近发现嫌
疑男子并迅速上前将其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谢某对自
己持刀抢劫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据谢某交代，3月24日11时许

其在冬瓜山行走时，发现受害人赵
某某独自一人时，遂心生歹念，对赵
某某实施抢劫。同时，谢某还交代
了其于3月15日11时许，在廉桥镇
冬瓜山的一条路上采用暴力手段，
威胁受害人周某某，并强行从周某
某手中抢走一个双肩包，包内有一
台至尊宝手机、现金2500元、银行
卡、存折等。

目前，谢某因涉嫌抢劫罪被邵
东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的侦查中。

（曾旭辉 潘帅成 蔡越姝）

廉桥派出所破获一起持刀抢劫案

转折、顿挫、凹凸、起伏……3月23
日，一把精致刻刀，在墨晶石雕的传承
人唐文泰的手上，起伏舒展，千变万化，
让人叹为观止。

洞口是著名的雕刻工艺之乡。年
近八旬的唐文泰老人，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墨晶石雕的传承人。万千
变化皆是刀上功夫，“阴阳层次，起伏舒
展，乍一看千遍一律，细看之下却又是
千变万化”，在唐文泰老人眼里，运刀的
转折、顿挫、凹凸、起伏，这些正是墨晶
石雕的魅力所在，也是他们孜孜追求的

“工匠精神”。
上世纪 50 年代入行以来，唐文泰

刀下的作品已经不下千件。1959年，他
在北京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屏风和湖南
厅潇湘八景的雕刻；1964 至 1969 年又
先后在韶山、湖南一师等地参加毛主席
早期革命纪念地的雕塑工程制作。

唐文泰老人用刻刀雕刻出了许多
精彩绝伦的作品，也刻写出了精彩的人
生。1987年9月，他应邀赴法国讲学传
艺四年，还获得了法国有关组织授予的
金质奖章，将洞口“工匠精神”传播到了
海外。在去法国的当年，他编著的《中
国木雕实用工艺教材》完稿。而回国后
的当年，在传艺带徒之余，又编写了《塑
造人物基本要点教材》一书。2005 年

12月，67岁的唐文泰被省政府授予“湖
南省十大优秀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称
号，2010 年 4 月被提名为“湖南省百名
杰出文化名人”。

“要用到20多把各式各样的刻刀。”
唐文泰老人说，从选料、设计、剪样、描图、
打粗胚、粗雕、细雕、干打磨、水打磨、烤
热、上蜡、擦光，一件墨晶石雕从原石到成
品，至少有十多道工序，大件的作品甚至
要耗费半年乃至更长时间。尽管现在年
纪大了，唐文泰老人还是精雕细琢，不为
工繁省一刀。3月14日，省文化厅副厅长
张帆专程看望唐文泰老人，并为他的工匠
精神点赞。

万千变化皆是刀上功夫
——记墨晶石雕传承人唐文泰

马剑敏 曾宏源

4月6日，水利施
工人员正在新宁县巡
田乡长铺村田间砌筑
水渠。近年，该县农业
综合开发如火如荼，全
县16个乡镇的农田水
利灌溉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当前，总投资为
1568万元的巡田乡桐
古高标准农田水渠建
设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之中，项目整体建设已
完成65%，预计工程今
年5月底全面完工，可
灌溉水田9600亩。

郑国华
周光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春耕期间，只要农机用
电出了故障，供电公司人员就会帮我维
修，让我安心多了。”3月31日，在城步
苗族自治县汀坪乡桂花村种植有十余
亩菜地的农户阳爱军，对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的贴心服务十分满意。3 月中旬
起，邵阳供电公司安排员工走村入户，
倾力服务春耕春灌工作，为农业生产送
上一份保障和安心。

为保障农村春耕生产供用电正
常，邵阳供电公司组织成立了春耕春灌
服务队，对排灌线路、排灌电力设施等
进行全方位的精准检查；深入田间地头
巡查，及时帮助农户更换不合格的线
路、电器设备，现场为农户演示正确的
用电行为，并提供咨询和技术指导服
务。

为进一步了解农户用电需求，邵阳

供电公司还开展了服务回访工作，主动
征求农户对供电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力
求解决春耕生产相关问题。截至目前，
该公司为农户解决春耕生产中技术难
题10余件，检修维护电力设施22次，处
理各类缺陷 15 起，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单 2000 余份，保障了春耕农户的用电
需求，提升了春耕用电设备的“健康指
数”。 （陈六一 马 超）

主动服务保春耕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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