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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2 日至 13 日，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率
队来我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
法检查。

省人大有关委室领导詹鸣、
姜玉泉、刘克利、陈佳新、吴建松，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版权局）副巡
视员何群生等参加检查。市领导
周国利、蒋耀华、赵为济、李华和
等陪同检查或参加座谈会。

执法检查组先后到邵东县包
装印刷产业园、市博物馆、省新华
印刷二厂、市新华书店湘中图书
城等实地检查知识产权及版权保
护等工作，来到市文化综合执法
局检查著作权行政执法工作开展
情况。执法检查组还通过召开座
谈会和汇报会，全面了解我市贯
彻实施著作权法的情况。

彭宪法充分肯定我市在贯彻
执行著作权法方面所做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对著作权
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是推进法
律贯彻实施的有效途径。要进一
步强化监管、严格执法，进一步理
顺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调，进一
步做好服务工作，引导相关产业
健康发展。他表示，检查组将认真研究、梳理各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推动著作权法的更好落实和修法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周国利表示，要以此
次执法检查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督促和支持有关部门全面
提升著作权工作法治化水平。 （刘小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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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事青与中国电子彩虹集团总经理司云聪
在长沙签订了《彩虹盖板玻璃邵阳生产基
地项目引进合同》。

随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
副市长彭华松与中国电子彩虹集团董事长
朱立锋、总经理司云聪，中电长城网际系统
应用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卫东进行了对接。
在此基础上，签订了《邵阳市人民政府与中
国电子彩虹集团合作智慧城市框架协议》

《邵阳市人民政府与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
用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彩虹盖板玻璃

邵阳生产基地项目补充协议》。
彩虹集团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电

子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主要发展平面显示、新能源和现代服务
业。2016 年以来，该集团与我市加强合
作，积极推进盖板玻璃生产基地项目落
地，同时推进彩虹智慧城市产业对接邵
阳“双百”Ⅱ型大城市建设。彩虹盖板玻
璃邵阳生产基地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预
计20亿元，分二期开发。一期用地约154
亩，建设 2 条盖板玻璃生产线；二期预留
土地约130亩，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启动另

外2条生产线的建设。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是中

国电子控股的高科技国有企业。为进一步
加快我市信息化建设步伐，充分利用资源、
减少重复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系统整
合、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经
济发展，我市与长城网际携手，以聚合模式
推动智慧邵阳整体建设工作。

（记者 朱 杰）

我市与彩虹集团、长城网际签订一揽子协议

本报讯 月初以来，武冈正紧锣密鼓
筹划，以邵阳武冈机场通航为契机，借“机”
营销武冈传统美食。近年来，武冈致力推
进传统美食品牌化、规模化发展，逐步走出
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建城历史长达2200多年的武冈，王城
美食文化一脉相承，武冈卤菜、武冈米粉、
血酱鸭等特色美食一直以来被人们口口
相传。近年来，武冈坚持以超常规思路谋
划、扶植、发展武冈美食产业，并专门成立
特色产业开发办公室，挖掘整理武冈美食
文化，大力发展卤菜等特色产业。武冈被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卤菜之
都”，武冈卤豆腐、武冈卤铜鹅、葛根等七
个产品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武冈卤菜、武冈铜鹅分别列入

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色食品加工业成为武冈地域经济发

展和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武冈市陈氏福
元卤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农副产品
深加工食品企业。近年来，该公司借助武
冈命名“中国卤菜之都”东风实现自身快速
发展，卤豆制品生产能力由最初年产千多
吨发展到现在年产过万吨规模，2016年实
现销售收入20845万元、缴税1791万元，公
司销售额年均增长10%以上。目前，以福元
卤菜为龙头的武冈卤菜产业总产值由2007
年5000万元攀升到2016年的28亿元，规模
豆腐加工作坊、卤豆腐作坊达190多家。

依托特色食品工业，武冈大力发展大
豆、铜鹅、肉牛等特色种养业，拓宽产业扶
贫新路子。近年来，武冈财政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用于铜鹅保种、养殖发展、产品开
发，并组建资水鹅业合作社，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养殖大户实行产供销
一体化经营，为农户无偿提供鹅苗和技术
服务，并优先按合同价格回收，切实解决武
冈铜鹅养殖中存在资金筹集难、技术咨询
难、产品销售难问题。2016 年，武冈全市
畜 牧 业 总 产 值 30.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51%。武冈卤菜对大豆、辣椒等农作物
规模种植和铜鹅、生猪规模养殖带动作用
不断增强。卤菜加工、销售、物流产业链用
工，吸纳本地群众近20万人就业。

（记者 曾 炜 通讯员 李焱稠）

武冈推进传统美食品牌化规模化发展

创新开放新邵阳创新开放新邵阳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核
心目标是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我们要抓住道德建设
和行为规范两个关键，大力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等宣传教育，广泛宣
传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引导
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自
觉维护公共秩序，养成文明
行为习惯，在举手投足间提
升素质、彰显文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既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创建文
明城市的核心和灵魂工程。
要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创建活
动，在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
小落实上狠下功夫，把核心
价值观要求体现到创建工作
全过程和各方面，塑造城市
之魂，培育城市之德。

服务单位和行业是展
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载
体，要牢固树立“小窗口、大
服务”的工作理念，为群众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

务。要切实转变行业作风，
下大力气解决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通
过优质、规范、真诚、高效的
服务，展示良好的窗口形
象，让城市处处成为形象窗
口、人人都是形象代言。

要营造文明城市创建
的良好氛围。要大力推广
城市文明创建先进经验和
有益做法，加强对价值观
领域热点问题的有效引
导，针砭背离主流价值的
错误言行和丑恶现象。要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作用，
加大宣传力度，使创建工
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要加大公益广告创意制作
和刊播展示力度，让公益广
告在城市公共场所随处可
见。要发挥先进典型在弘
扬主流价值方面的榜样引
领作用，不断强化市民的创
建主体地位，引导市民从自
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

修炼，全民的“己任”
——五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6月1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
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殿文就加快推进体育新
城片区主要道路建设进行现场办公。张殿
文强调，要切实担起责任，主动作为，加快
推进“一桥两路”项目建设。

张殿文先后来到市区邵水东路南段
和邵水西路茅坪段建设工地，查看两条道
路的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一一提
出要求。邵水东路南段全长 3.9 公里，是
市体育新城的配套工程之一，目前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30%；邵水西路茅坪段位于市

体育中心东侧，全长 4.3 公里，是 2018 年
我市承办第十三届省运会的主要通道，目
前已完成道路土石方 15 万余立方米；拟
建设的桃花桥横跨邵水河，东接白马大
道，西连湖口井路。

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张殿文
听取了大祥区、双清区和市直相关部门及
建设单位关于“一桥两路”项目建设的情况
汇报。张殿文指出，“一桥两路”项目是全
市的重点工程，对于完善城区路网结构、提
升邵阳对外形象有着重要作用。各级各部
门和项目建设指挥部要高度重视，加强统

筹统协调，同步推进“一桥两路”项目建设。
张殿文强调，各级各部门和项目建设

指挥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担起责任，
主动作为，倒排工期，科学细致地安排各项
工作。要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各部门和
相关负责人的工作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
保资金拨付、土地供应等及时到位，加快

“一桥两路”项目建设。要提前做好道路两
旁配套设施和沿河景观带的规划设计，努
力使“一桥两路”项目与周边环境融为一
体，建成后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 曾国栋）

切实担起责任 加快工程建设
张殿文就加快推进“一桥两路”项目建设现场办公

本报讯 6 月 8 日，绥宁
县人民政府与江西正邦集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一个年出
栏30万头生猪的生态养殖项
目宣告落户绥宁。

正邦集团是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属于中国企业500强，旗下正
邦科技于2007年在深交所上
市，集团下有农牧、种植、金
融、物流等四大产业集团。

绥宁与正邦集团签订的这
一项目年出栏生猪30万头生态
生猪，投资约 6 亿元，计划从
2017年起开始分期实施。正邦
集团还负责指导合作农户、贫困
户进行猪舍新建或改造，同时向
合作户垫资提供猪苗、饲料、药
物、技术和肉猪回收等服务，并
负责指导合作户实现污废达标
排放，有利于当地脱贫致富、持
续发展。 （袁光宇 袁学龙）

绥宁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生态养殖

6 月 13 日凌晨，市区资江雪峰大桥合

龙。该桥于2013年9月动工，全长651.68米，

桥宽32米，双向6车道。 申兴刚 摄
资江雪峰大桥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