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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上午，正在村里巡逻的
北塔公安分局驻陈家桥乡李子塘村
辅警曾城一眼看到该村二组64岁的
村民李爱荣正在撕取玉米棒子，立即
赶过去帮起忙来。两人谈笑之间，一
起邻里纠纷悄然化解。

原来，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因患
有老年病症，经常到李爱荣家来损坏
财物，为此李爱荣一家烦恼不已。曾
城通过与李爱荣一起劳动，向她灌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理，终于打
开了李爱荣的心结。

今年35岁的曾城家住北塔区观
音庵社区，与妻子一起在江北经营着
一家夜宵店。今年春天，听说北塔公
安分局要补录一批驻村辅警，他报名
参考，并顺利成为一名驻村辅警。

“他每天开着自家的小车在村里
巡逻，一个月的油钱不会低于 800
元，但他很开心，几个月下来就和村
民打成了一片。”李子塘村党支部书
记廖增良介绍。

曾城对辅警事业的忠诚，可以用
“经历水与火的考验”来概括。今年4
月17日下午，他上岗的第18天，九组
唐家院子一户村民在煮猪食时因故
离开，引发火情。正在巡逻的曾城远
远看见这户人家浓烟滚滚，立即猛踩
油门，赶向起火点。当时大火已经烧

出了灶膛，正在向旁边的柴垛蔓延。
曾城立即一趟趟提水泼向火苗，一场
火灾得以避免。

6 月底 7 月初，我市遭遇历史罕
见洪灾。曾城根据李子塘村的特点，
把水库、山坡、山路及依山而建的房
屋，作为自己的第一重点巡查点；把
村道、水源、用电作为第二重点巡查
点。巡查中，险情出现了，在连日暴
雨的侵蚀冲刷下，李子塘水库旁的部
分山体出现了滑坡和塌方现象，行人
极易滑入水库，而水库一旦出现溃
堤，后果不堪设想。曾城第一时间将

险情向派出所领导报告。险情就是
命令，乡党委政府和派出所领导立即
赶到现场，组织抢险和防范工作：在
滑坡和塌方的地方拉起了隔离警戒
线，禁止居民进入危险区域；调来挖
掘机将堵塞的道路和水渠疏通，减轻
水库压力；通过微信群提醒村民及时
转移。最终，李子塘水库安然无恙，
村民生命财产安然无恙。

曾城：经历水与火的考验
袁光宇 潘帅成 李爱元 许丽慧 瞿 兢

本报讯 8月15日上午，双清区
委、区政府和市三环线项目建设指
挥部在火车站乡莲荷村，召开虎形
山路双清段征地拆迁动员大会，拉
开了三环线项目建设的序幕。

该区各级各相关部门特别是三
环线沿线火车站乡、滨江街道所辖
村、社区迅速动员，明确责任，切实
做好群众工作，公正公平公开推进
征地拆迁工作，力求在一个月内全
面完成虎形山路双清段征地 800 余
亩、拆迁房屋60余栋等工作任务，确
保三环线项目如期开工，早日竣工
通车，加快推进城区拓城进程。

三环线总长约50.8公里，路幅宽
60 米，经过大祥、双清、北塔三区及
新邵县共14个乡镇、街道，是市区里
程最长、投资最大、标准最高的一条
城市主干道，是进一步完善交通网

络、提升城市品位的基础工程和造
福邵阳人民的民生工程，也是加快
拓城步伐、加快邵阳发展的致富工
程，对于邵阳市加快打造“双百城
市”、建设“二中心一枢纽”起着重要
作用。

该项目全路段设苗儿大桥、邵
西大桥、邵水桥、檀江桥4 座跨江河
桥梁，金鸡路和学院路2处跨洛湛铁
路桥，学院路和东互通2座立交桥和
邵阳学院段隧道，道路全路段设计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总投资 111 亿
元。8月上旬以来，项目地下综合管
廊和路、桥、隧道工程招标工作已经
全面启动。 （张雪珊）

建设三环线项目 加快拓城进程

本报讯 8月15日，市工商联向
全市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发出积极参与
到“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中来的
倡议，以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

自2015年起，市工商联积极响应
全国工商联和省工商联“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号召，自身带头抓好扶贫工
作，广泛发动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参与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市共有350家非
公企业结对帮扶883个贫困村，实施项
目971个，投入帮扶资金40.14亿元，惠
及贫困村群众10.87万人。

为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今年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
扶贫办、光促会四家联合出台了《深入
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工作
方案（2017—2020年）》，计划20l7年—
2020年组织引导全市非公有制企业、
商协会精准对接贫困村，新实施帮扶
项目80个，帮扶6000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000人。

市工商联号召市、县工商联直属
商会和广大非公经济人士积极行动起
来，切实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全
面助力邵阳实体经济振兴；充分发挥
商会“内通外联”的独特优势，全力为
我市招商引资工作“架金线、搭金
桥”。 （马剑敏 任雅琼）

市工商联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

本报讯 8月15日，市征兵办对
全市158名女兵征集对象进行年龄审
核、户籍审核、学历审核和身体的初检
等为主要内容的初检初审，以确定进
入下阶段由市征兵办组织的体格检
查、综合素质考评、政治考核等程序的
人选。

今年女兵征集对象为当年12月
31日前年满18至22周岁的普通高中

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征集标准为身高
158厘米以上，体重上限不超过标准体
重的 20%，下限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高中文化程度人员视力裸眼右眼
不低于4.7；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人
员、在校大学生裸眼右眼不低于4.6，左
眼不低于4.5。

市征兵办介绍，今年我市网上应

征报名女青年为710名，通过“全国征
兵网”报名系统审核，最终确定我市
158名女青年为初选预征对象，其中大
学生101名，高中生57名。初检初审
合格后，按照由高到低分的原则，按计
划应征人数的3倍比例择优筛选，参加
下一步市征兵办组织的体格检查、综
合素质考评、政治考核等相关程序，预
计今年我市最终将有26名女青年能实
现梦想应征入伍。

（马剑敏 姚志刚 夏泽彪）

158名应征女青年参加初检初审

本报讯 8月15日，市民政局发
布的消息显示，今年，全市8.6万余名
优抚对象，抚恤优待补助费发放及时、
足额，无标准不落实和拖欠现象发
生。截至目前，已发放资金2.3亿元。

近年来，该局对全市优抚对象中
的困难家庭开展全面摸底登记建档，
并对困难情况予以区分。同时，对接
精准扶贫对象条件，优先纳入精准扶
贫对象范围给予帮扶。对生活困难的
优抚对象制定临时解困办法，符合低
保条件的纳入低保，并实施临时救助，
今年全市临时解困救助支出1500多
万元。对住房困难的，优先予以帮助
兴建（农村）和照顾分配经济实用房、
廉租房，并减免相关费用，市区残疾军
人住房困难户，市政府专门安排住房
指标20套。

为使广大优抚对象增添获得关怀
感，民政部门利用“八·一”、春节等节

日，号召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开
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对困难优抚
对象重点慰问。同时，扎实开展优抚
对象短期疗养和医疗巡诊活动，自
2015年来，全市共接待短期疗养对象
近5000人次，医疗巡诊2000余人次，
对维护退役人员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针对广大优抚对象诉求，下一步，
民政部门将组织相关部门，从提高岗
位工资、提高部分残疾军人生活补助
费、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提高医疗
保健福利待遇、提高临时困难补助标
准、帮助创业就业、制发《优抚对象优
先证》、扩展普惠优先内涵等方面上报
市委市政府研究，抓好落实。

（杨波 王梁）

民政局多措并举为优抚对象解难

8月16日清晨，双清区高崇山镇
浏阳村20组73岁的老农宋元云挑着
10只鸭子进城卖，不到一小时，10只
鸭子就卖了个精光。

原来，买他鸭子的全是双清工商
分局的干部职工。

宋元云患有严重的疾病，妻子同
样患重病，离异的女儿则是精神残
疾，一家三口相依为命。2016年初，
宋元云家被明确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今年春天，双清工商分局精准扶
贫工作队队员夏既刚和陈雪峰来到
宋元云家，向他宣讲产业扶贫奖励政
策：存栏家禽50只以上，每只可享受
产业扶贫补助资金10元；养羊3头以
上，每头可领补助300元。干不了重
活但自认为养点家禽家畜还吃得消

的宋老汉一听来了劲，一下子养了
100 只鸭，5 头羊。宋元云有着自己
的算盘：这些鸭、羊仅补助就可以领
到2500元，如果再卖个好价钱，那今
年就“发”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进入8月中
旬以后，宋元云妻子和女儿的病情都
有些波动，急等钱用的他坐不住了，挑
起10只才三个多月的鸭子就往城里
走。夏既刚、陈雪峰两人怎么也劝不
住，只得给局领导打电话，请局领导派
人将宋元云“拦截”到局里，由局里干部
职工负责将老人的鸭子全部买下。

“三个多月的鸭，正在长，卖了可
惜；另外，三个多月鸭的子太嫩了，也
难卖得出去……”夏既刚、陈雪峰两
人在电话那头急得嗓子冒烟。

还好，挑鸭进城的宋元云早晨7
时许被双清工商分局的工作人员准
确“截获”，并被引导到分局办公楼的
院子里。提鸭、过称、付款、找零，不
到一会儿，10只鸭子就被一抢而空。

“宋大爷，您老急着用钱，我们会
想方法帮您解决。三个多月的鸭子
就卖了，实在不合算。我们保证，今
年中秋节的时候，您所有的鸭子我们
包销；年底的时候，五头羊我们也包
了。”7时40分许，追到城里的夏既刚
和陈雪峰对宋元云老人说。

“我是老农民，卖还没有长齐毛
的鸭子，我也心痛，可我不能睁开眼
睛只望着你们和政府啊。感谢你们
鼓励我今年养了这么多鸭子，更感谢
你们今天把我的鸭子都买了去。”宋
元云老人激动地说。

宋老汉卖鸭记
袁光宇 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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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县永
吉纸品占地面
积 6 万多平方
米 ，有 员 工
400 余 人 ，拥
有 120 多项专
利，生产红包、
请柬、笔记本
等 12 大 系 列
产品。图为 8
月 15 日，正在
进行自动化生
产的永吉红包
车间。

申兴刚 摄

接受祖国挑选

本报讯 8月16日，省农业委员
会副主任余雄一行来邵，就农业产
业扶贫工作进行调研，并组织召开
座谈会。余雄要求，主管部门要认
真履职、切实尽责，以硬朗的作风
和务实的措施，扎实推进产业扶贫
工作。

2014 年以来，我市建立了产业
扶贫工作机构，制定出台了《邵阳市
发展产业扶贫脱贫实施方案》，不断
加大产业扶贫资金投入和创新产业
扶贫机制，积极引导和扶持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开发本地优势资源，通
过发展农业产业，实现就地脱贫。近
三年来，全市发展产业带动贫困人口
57.4万人。

余雄肯定我市农业产业扶贫工

作所取得的成效。余雄要求，主管
部门要认真履职、切实尽责，以硬朗
的作风和务实的措施，扎实推进产
业扶贫工作。要进一步摸清产业扶
贫的底子，用好用活产业资金，建立
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要积极培育
产业主体，以企业为主体带动产业
的发展、带动贫困户的脱贫。要实
现财产性收入的产业扶贫，充分运
用扶贫资金发展产业。要重心下
沉，以村为核心推进产业扶贫，实现
从要人脱贫到人要脱贫的转变。要
尽可能地通过产业发展增加社会岗
位，通过岗位的产生实现贫困户的
综合长效收益，从而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脱贫。

（朱 杰）

省农业委员会
来邵调研农业产业扶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