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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村里有人偷鸡，自
从李爱民帮我们抓到偷鸡贼
后，院落里再也没人掉过鸡
了。”8月15日，大祥区罗市镇
面铺村村民兰秀琴向记者介
绍辅警李爱民对村里所做出
的贡献。

今年 41 岁的李爱民是罗
市镇人，2016年5月通过招考
成为面铺村的驻村辅警。谈
到当初报考辅警的初衷，李爱
民说：“保障村民安居乐业是
我的心愿。”

今年 6 月 25 日上午 8 时
许，村民兰秀琴向李爱民报

案，称自家的一只鸡被一个骑
摩托车的人偷走。李爱民一
边向派出所报告，一边开车追
寻骑摩托车的可疑人员。在
一个路口发现本村吸毒人员
陈某骑着摩托车四处张望，身
形体征与报案人描述的十分
相似。李爱民用小车挡住陈
某的去路，下车盘问陈某的去
向，陈某回答前言不搭后语。
李爱民从陈某摩托车的后尾
箱里搜到一只鸡，经报案人兰
秀琴确认，陈某后尾箱的鸡正
是她家的。

随后，李爱民和面铺派出

所所长易新力将陈某押送回
派出所，经审讯，陈某交代为
筹毒资而盗窃村民家中的
鸡。民警通过连夜突审，获悉
陈某经常在梅子井社区一家
废弃的加油站里吸毒。7月1
日，派出所民警出击，一举捣
毁这个吸毒窝点，现场抓获 4
名吸毒人员。

2016 年 5 月 21 日晚 22 时
许，正在派出所值班的李爱民
接到报警电话，一名乘车男子
在新华村对出租车司机实施
抢劫，男子抢劫后步行离开。
李爱民一边打电话向派出所

请求支援，一边迅速开车赶往
案发现场。经过出租车司机
指引，发现该男子在前方 300
米处步行，李爱民加快脚步悄
悄接近男子。此时正好双清区
巡特警大队的一辆警车从李爱
民身后经过，李爱民马上大喊
抓劫匪。警车立即挡住男子的
去路，从车上下来2名巡特警，3
人合力将该男子抓获。

随后，民警将劫匪押送至
大祥公安分局。经过深入调查，
犯罪嫌疑人肖某曾多次在双清、
北塔、大祥三区抢劫犯案。李爱
民因协助抓获犯案累累的劫匪，
受到分局领导的表扬。

“村民安居乐业是我的心愿”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朱卫华 潘帅成

本报讯 “换届后村级班子运行状况
怎么样？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目前存在
哪些困难？乡党委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8月中旬以来，绥宁县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
员纷纷深入乡村调研，与乡村党员干部促
膝座谈、交流讨论。这是该县建立“1+1+
X”联系制度助力基层党建的一幕。

为提升组工干部业务水平和工作能
力，绥宁县委组织部建立了“1+1+X”基
层党建工作联系制度，为部机关干部划
分“责任田”，将17名干部分别挂点联系
1个乡镇及1个以上市属县直机关单位，
并实行基层党建工作联点包干负责，要

求联点干部做到“六个一”，即每月到联
系乡镇或单位开展1次工作、每半年为所
联系点所辖支部党员讲1次党课、每年撰
写1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记好1本联系
工作记事本、完成1篇联系工作报告、有
1项创新工作成果。

“1+1+X”基层党建工作联系制度实
行以来，该县组织部干部带头走出机关、
走进基层，加强与联点单位的联系与指
导，为联点单位党员上党课83场次，开展
基层党建专项督查7轮，切实强化了基层
党建工作督导，有效传导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责任和压力。在该制度的助力下，
该县圆满完成了村级换届，成功应对了

“6·25”、“7·1”、“8·14”特大山洪暴雨袭
击。目前，该县17个乡镇小套房建设全
面完成，232个农村综合服务平台、11个
美好社区建设加速推进，基层党建7项重
点任务、基层党建基础工作“四个全面提
升”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抓紧抓实。该县全面提升党建引领脱贫攻
坚水平，建成了444名农村党员致富带头
人、97名“一好双强”、“三有三带”型村党组
织书记队伍；深入开展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和驻村帮扶工作，实现了贫困村、非贫困村
分别由驻村帮扶工作队和后盾单位全覆
盖，贫困户由结对帮扶责任人全覆盖。

（向云峰 阮登科）

绥宁县建立“1+1+X”联系制度助力基层党建

本报讯 8 月 22 日，市政
协经科委组织部分政协委员、
提案人、承办单位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九三学社邵阳市委会
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步伐的建议》和市
政协委员刘承智提出的《发展
邵阳碳汇林业助推生态建设的
建议》两件重点提案开展协商
督办。市政协副主席邓联日、
市政协副厅级干部伍邵华参加
协商督办。

两件提案均由市林业局承
办。目前，提案基本办理完
毕。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上，
市林业局积极行动，推进了相
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在邵阳碳
汇林业办理中，成立了市林业
碳汇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

技术支撑队伍，统一项目设计
技术标准，统一工作进程安排，
并主动与林业碳汇公司接触，
学习外地碳汇林业的经验。

在协商督办中，委员们建
议市林业部门要主动作为，尽
快出台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班子
人员名单。要坚持规划先行，
加强与规划机构对接，启动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工作，争取早日创建成功。在
林业碳汇发展上，进一步开展
林业碳汇工作调研，对林业碳
汇调查全覆盖，摸清林业碳汇
家底。要编制林业碳汇项目，
做好衔接工作，争取国家林业
碳 汇 试 点 市 落 户 我 市 。

（马剑敏）

充分发挥部门职能
全力推进提案办理

本报讯 “经过乡村环境
卫生整治，村民的居住环境变
得越来越美了，邻里之间的关
系也越来越好了。”8 月22 日，
隆回县人大代表、五星村支部
书记贺元贵高兴地说。

滩头镇属全国重点镇和
全国特色文化古镇，辖34个村
（居）委会。为打造清洁村庄，
建设宜居家园，县镇二级人大
代表广泛征集群众建议与意
见，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献计
献策，并带头参与城乡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从去年起，该镇
规划三年内投入 600 万元，用
于全镇乡村环境卫生投入软
硬件建设。该镇财政投入专
项资金，统一购置了分类环保
垃圾桶，发放到各家各户，实
现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

化”，有效减少了垃圾落地入
河的现象。

该镇根椐人大代表建议，
按照各村（居）委会人数多少
配备保洁员，全面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并制定下发了
干部“三定四包”、农户“房前
屋后三包”、垃圾清运制度及
垃圾清运员、保洁员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目前，全
镇 37 个村（居）委会聘请了
175 名保洁员。该镇采取“户
分类入桶、村集中收集、镇压
缩转运、县统一处理”的城乡
垃圾一体化处理新模式，通过
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和市场化
运作，有效解决了生活垃圾收
集难、处理难的问题，城乡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

（贺上升）

村村保洁员为乡村“整容”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
工作辛苦且繁琐。但基层工作直接面
对广大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看似简单，却在人民生活和谐
稳定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
基层工作要在“繁”中干出“不凡”。

身为基层干部，能力或许有高低，
但为民不能有差别。哪里有群众需
求，哪里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我们要
到群众中多走走，与老百姓多交流，融
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力所能及地多为
群众做一些事，哪怕他们就是一句简
单的谢谢，也是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
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基层干部
对百姓感情有多深，在百姓心中分量
就有多重。为此，基层干部心中始终
要装满一份真挚的百姓情怀，时刻把
百姓放在心上。有了为民的情怀，才
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基层干部不仅要有为民的情怀，
还得有实现情怀的能力，要有勇于担
当的信念和善于担当的本领。基层
工作，千头万绪。安全工作、综治维

稳、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处于与群
众直接接触的工作前沿，基层干部有
不为很多人所知的辛苦和压力。为
此，基层工作要练就勇于担当的信念
和善于担当的本领。要懂得基层，要
了解基层，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
要干；应该负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
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胆怯。只要我
们把工作做到位、任务抓实，再难的
工作也能获得群众理解、赢得群众支
持；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再
难的工作也能迎刃而解。

有人说，基层既清苦又复杂，工
作难度大；有人说，基层既繁琐又多
变，民情难以捉摸。但是，正是这些
繁琐与复杂，我们才更需要了解群
众、接触群众、感受群众，也才能真正
培养与群众之间的感情，锻炼做基层
工作的本领。也只有这样无私奉献、
默默付出，才能在基层这个“繁琐”的
岗位上干出“不凡”的成绩。

在“繁”中干出“不凡”
肖大松

8月19日下午，插花爱好者在跟插花师王娟（中）学习插
花。当天，九三学社北塔支社联合大祥、文化、科技和法学支
社，组织20多位社员学习插花技艺，丰富社员们的业余文化生
活，提升大家的艺术修养和生活情趣。

陈贻贵 姚瑜芸 摄影报道

本报讯 8 月 23 日上午，
副市长彭华松组织市安监、交
通运输、公路、省高管局邵阳
管理处等相关部门，专题调度

“8·22”邵东县水泥罐体坍塌事
故。会议传达了副省长杨光
荣、省安委办及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对于此次突发事件的
批示，研究部署事故善后处置
工作。

8月22日上午11时许，邵
东县界岭镇320国道路面改造
项目搅拌站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一散装水泥储存罐坍塌，
压覆罐体旁边的搅拌机组控
制室，致使 3 人被掩压。事故
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市委书记龚文密，市委副

书记、市长刘事青第一时间作
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妥处
善后，查明原因，严肃问责。
目前，救援工作已结束，被困3
人确认遇难。

彭华松要求，相关部门要
迅速贯彻落实重要批示精神，
立即成立调查组开展事故调
查，查清事故原因，分清责任
主体，对事故处理措施形成具
体意见，做到严肃处理。要依
法依规，对相关单位责任人进
行严肃追责。要举一反三，深
刻反思，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坚决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宁如娟）

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严肃追责

8 月 21 日，邵
阳县五峰铺镇龙岩
村一家电子厂内，
一批新近入职的女
工在生产线上忙着
赶做电子元件。近
年来，邵阳县通过
开办职业技能培训
班对农村妇女进行
帮扶，使其练就创
业、就业本领，吸纳
民营企业家返乡兴
业办厂，安置1.2万
余名农家女实现家
门口就业。

黎建成
蒋楚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从现在起到9月
底，区委将对区城管局、卫计
局、编办、总工会四个部门开展
巡察工作，请相关部门配合巡
察办做好此轮巡察工作。”这是
8月22日北塔区召开首轮巡察
工作动员会上提出的要求。

北塔区此轮巡察将重点监
督六大方面内容：巡察是否存
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
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
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以及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
位等问题；巡察是否存在以权
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问
题；巡察是否存在违规用人、任
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拉票贿选以及独断专行、软弱
涣散、严重不团结等问题；巡察
是否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省委“九条规定”、市委“十条规定”的要求；巡
察扶贫资金、民生资金及项目建设等领域是
否存在突出问题；巡察是否存在其他突出问
题。据悉，该区将对此轮巡察发现的问题和
线索，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按照规
定途径及时进行移交，对涉嫌违法的依法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

（伍洁 许丽慧 孙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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