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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7 日上午，全市落
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落实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和环保部督察
湖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精神，
通报了我市黄标车淘汰和前一阶段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情况。副市长蒋志刚
出席会议。

今年，我市把环境治理列为环保
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市长交办函的形
式推动全市环保工作的开展和部门联
动机制的形成。蒋志刚指出，前阶段
全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有力度、有进
展、有突破，各项措施都落实到了具体
行动上，成效比较明显，但对照上级的
要求、人民群众期盼，整改工作还存在
一定差距。

蒋志刚强调，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意见及突出问题整改已经进入攻坚
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按
照中央环保督察组和国家环保督察办
的要求，我们必须在6 个月内全面完
成整改，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
巨，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重点问题调
度督办，持续推进环保督察整改。各
县市区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
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要求，健全工作
台账，确保辖区内黄标车淘汰任务完
成。要切实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加大
工业源污染治理、道路扬尘控制及餐
饮油烟、烟花爆竹、垃圾秸秆焚烧治理
力度，加快砖瓦窑企业淘汰。

（杨 波）

全市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

9 月26 日，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
乡上堡村“上堡故事”的老板胡壬梅，
接满了今年“十一”小长假的单。

“再也不能多了，再多接待不了，
会砸我们上堡的牌子的！”干练而好客
的胡壬梅拍着大腿说。

胡壬梅是上堡村二组村民，曾在
外地经营餐饮业20多年，积累了丰富
的接待经验。近年来，她看到上堡乡
村旅游越来越火爆，今年她投资 180
万元，把自己家的老宅改造成集餐饮、
休闲、康养为一体并具苗侗风情的农
家小院，取名“上堡故事”。在这里，既
可倚窗听泉，又能抬眼望山；既可以品
尝到油茶、腊肉、猪血丸子、灌辣子等
苗侗特色小吃，又可以欣赏到上堡独
特的民俗文化，胡壬梅的生意日趋火
爆。

“自从开办‘上堡故事’后，人脉广

增。就连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阿
苗千千，也成了我的姊妹。”胡壬梅说。

像胡壬梅这样的精彩故事在上堡
村真不少。“现在我村外的亲戚朋友都
想在上堡这块土地上发家致富。有一
家困难户，是我亲属，在上堡专门开了
一家素菜馆，生意奇好，我们大家都为
他家找到脱贫致富的路子感到高兴。”
胡壬梅介绍。

据悉，目前上堡村依托旅游产业，
大力发展山庄、农庄、客栈、土菜馆等
特色服务业，强劲拉动了当地土特产
加工、特色种养业发展。据初步统计，
该村仅农家乐就多达30多家，年营业
收入达600多万元，全村54户贫困户、
贫困人口198人今年有望提前脱贫。

“美丽的上堡，我的家。我想，她
的故事，会随着上堡旅游业的发展越
来越多，越来越生动。”胡壬梅说。

“上堡故事”里的故事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袁学龙

本报讯 “在手机不离身的时代，
掌握一定的网络安全知识十分重要。”
9月22日上午，市公安局网技支队会
同有关部门，来到邵阳学院七里坪校
区开展网络安全宣传。面对网警送上
门的网络安全宣传，来自河南开封的
邵阳学院大一新生小李感慨。

当日，小李在仔细观看邵阳警方
推出的12种网络诈骗典型案例，并用
手机扫描了邵阳网警推出的官方微信
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公众号。“我觉得网
警们提出的‘思想防范紧，骗子不得
逞；思想防范松，钱财一朝空’的口号

很有道理。遇到心里没底的网络信
息，问问网警一定会有好处。”小李说。

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正式开始实施；今年9月
19日至25日，是全国统一的“网络安
全宣传周”。9月19日，市网技支队等
单位将网络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办到了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该院2000多名新
生接受了网络安全知识的洗礼；9 月
22 日，邵阳学院 7000 多名新生中的
4000 多名学生又接受了邵阳警方的
网络安全宣传。
（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牛菲菲）

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

“这五年，是邵阳交通
投入力度最大、发展速度
最快、发展质量最优的五
年。”9 月 27 日，市交通运
输局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
邵阳交通运输建设成就。
五年来，我市加快推进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构
建全国区域性交通枢纽，
以交通的大联通推进全市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
通畅，成功告别交通瓶颈
历史，进入全国公路交通
枢纽城市行列。

高速公路内捷外畅

2013 年 12 月底，随着
洞新高速、怀通高速建成
通车，我市在全省率先实
现“县县通高速”。五年
来，洞新、怀通、邵坪、安
邵、娄新高速相继通车，全
市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504公里。对内，辐射省内
60%以上的人口，可在1小
时内直达娄底、永州、衡阳
等地市；对外，直接打通江
西、贵州、广西、广东的交
通大动脉，车程均在4小时
以内。今年年底，横贯我
市西部的武靖高速将建成
通车，在雪峰山南端开辟
对接云贵的又一条大通
道，让我市城步和绥宁两
县县城成功进入高速公路

“1小时经济圈”。

干线公路提档升级

五年来，我市始终高
标准、高质量、大手笔建设
干线公路，全市新改建邵
塘公路、衡邵高速新邵连
接线等干线公路 21 条，新
增通车里程889公里，全市
90%以上的重点乡镇通达
二级公路。全市普通国省
干线公路达 2909 公里，其
中省道 2245 公里，占比全
省 10%，排名第一。干线
公路网络地不断完善，为
在公路两旁形成大规模的
产业集聚提供了坚强支
撑，以交通的大联通，推进

了我市经济发展和对外开
放的大畅通，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

资江航道积极“复兴”

五年来，我市强化与
娄底、益阳两市联动，积极
争取将资水邵阳县双江口
至桃江 500 吨级航运工程
纳入全省交通运输“十三
五”发展规划，力争根除资
水闸坝碍航问题，再现我
市“千帆竞渡下资水”，通
江达海的水运盛况。目
前，省交通规划设计部门
已在三市资江流域开展调
研，资水航运工程前期工
作加快推进。同时，邵阳
港客运综合码头纳入湖南
省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
规划，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交通扶贫扎实推进

五年来，我市以 1273
个省级贫困村作为精准扶
贫的交通支持重点，建成
农村公路 3287 公里，全市
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1.88
万 公 里 ，行 政 村 通 畅 率
100%。完成危桥改造 262
座（含渡改桥），实施道路

安保工程 3960 余公里，新
建武冈汽车北站等二级以
上客运站2个，完成邵东汽
车西站等 4 个客运站提质
改造，建成农村客运招呼
站3440个。新邵坪上综合
客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
年 底 将 全 面 投 入 使 用 。
2016 年，作为全省农村公
路拓宽提质改造的第一
年 ，我 市 全 年 完 成 建 设
1209 公里，为省定目标的
108.2％，完成总投资 6.47
亿 元 ，是 省 定 目 标 的
179.8％，位列全省交通建
设重点民生实事考核第三。

公共交通不断完善

五年来，我市按照“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交通”全面部署，让低碳绿
色出行成为新风尚。2016
年，市委市政府先后投入
6000 余万元，重点发展新
能源纯电动公交车，一年
来共计投入 327 辆新能源
公交车，淘汰老旧公交车
110 辆，优化升级 14 条公
交线路。新建了枫林铺、
浏阳、大元三个公交停保
场，建成公交专用充电桩

38 个，大力推广港湾式公
交候车站点，建成 206 个，
占比候车站点的 53.1%。
市城区公交线路达 31 条，
公交线路总长度达 442.5
公里，提高了78%；公交营
运 车 辆 509 台 ，提 高 了
74.3%；6 个停保场面积达
4.34 万 平 方 米 ，提 高 了
300%；年客运量9100余万
人次，公交出行分担率提
升近30%。

出租车行业专项整治

五年来，我市积极深
化出租车行业改革。完善
运价调整机制，新的出租
车运价规定已于2017年8
月28日出台，将于10月份
正式执行。以不断完善的
政策措施为基础，强力推
进专项整治。同时，《邵阳
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 务 管 理 实 施 细 则（暂
行）》等三个规范性文件即
将出台，统一实行以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为主导
的“有条件续牌”和招投标
经营权配置，将新一轮经
营权从8年降为6年，严格
执行退出机制。

交通大联通助推经济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邵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综述

记者 宁如娟

(上接一版）

学习平台与时俱进

近年来，我市努力创新、注重实
效，大力加强党员教育平台建设。
作为中共邵阳市委组织部门户网
站，邵阳党建网于2013年开通。网
站开通以来一直坚持宣传党建、服
务党建。满足全市党员干部移动
化、碎片化学习需求，紧跟移动互联
网发展的迅猛趋势，开通网站手机
版和公众微信号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的共同期盼。今年7月1日，市委组
织部正式开通运行了邵阳党建网手
机版和“邵阳党建”微信公众号，这
标志着我市党员教育现代化又迈上
了新的台阶。邵阳党建网手机版能
够实现邵阳党建网电脑版信息的实
时同步更新，可以让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随时随地通过移动手机终端浏
览，了解最新党建信息。“邵阳党建”
微信公众号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党建
宣传平台，进一步扩大了邵阳党建
宣传推介的覆盖面。

目前，12 个县市区已全部开设
党建网站，并加入全国党建网站联

盟，169个乡镇网站也已加入全国党
建网站联盟；全市现建有远程教育
站点3740个，其中有2698个站点完
成了优化升级，建立了党建电视专
栏和党建网站，为探索开展网上党
员教育管理综合服务奠定了坚实基
础。同时，市委组织部指导、督促各
县市区开通了党建手机报，把党员
教育的触角向广大普通党员群众延
伸，切实提高党员教育工作覆盖
面。2016 年，我市红星视频学用总
积分为1.4亿分，参学率100%，稳居
全省第一。

知行合一相辅相成

我市坚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
心工作、重点任务、日常事务等有机
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以
各项工作的新成果检验学习教育的
新成效。

坚持分类指导、因人施策。对
党员干部，突出整治精神“缺钙”、为
官不为、不敢担当、贪腐谋私等问
题；对乡村党员干部，突出防范和惩
治优亲厚友、“雁过拔毛”、执法不公
等不正之风。在农村（社区）突出抓
好不合格党员处置、软弱涣散党组

织整顿、整村推进精准脱贫和党员
志愿服务；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特
别是窗口单位突出支部标准化建
设，推行优质、高效、廉洁服务；在教
育、医疗卫生系统突出师德师风、医
德医风建设。

坚持把学习教育工作与巩固拓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结合起
来。全市不断深化“一进二访”“三
联二访一帮”活动，持续用劲抓好结
对帮扶；深入开展“雁过拔毛”式腐
败问题和“纠‘四风’、治陋习”专项
整治，严肃查处了一批发生在群众
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结合起来。市委把思想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抓在平常、融入日
常、体现经常，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
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坚定加快发展的
信心、提高推动改革的能力、激发攻
坚克难的斗志、保持昂扬向上的状
态，将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新常
态下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为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防汛救灾、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邵阳凝聚力量、
提供保障。

本报讯 9 月 27 日下午，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周迎春带领旅游、公安、
消防、交通等部门的负责人，督查节
前旅游市场秩序和安全生产工作。
周迎春强调，旅游行业要树立安全就
是第一生产力，安全就是效益的意
识，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各项安全生产
制度，规范化制度化抓好旅游安全生
产工作。要周密部署，确保国庆、中
秋节期间全市旅游市场安定有序。

周迎春一行先后到魏源国际大
酒店、邵阳国旅和湘窖酒业检查。每
到一处，周迎春都认真察看各种安全
设施设备的使用情况，详细了解企业
安全措施、工作制度落实情况。同
时，认真调研目前我市的旅游市场情
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周
迎春一行当场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
意见，明确整改责任。

督查中，周迎春强调，安全是旅
游产业的第一要务，安全就是效益、

安全就是形象、安全就是生产力，各
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抓好旅游安全生产。

周迎春要求，要坚决落实“一单
四制”制度，强力推进各类安全隐患
的排查整改，确保全市旅游市场安定
有序；要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多
种形式，做大做强做优邵阳全域旅
游；要立足长远、精心规划，打造高品
质的邵阳旅游品牌。

周迎春强调，各级主管部门要加
强指导和监管，切实做好旅游和扶
贫、旅游和文化的有机结合，要把握
国家和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的机遇，坚定信心，拓展市场，打造
品牌，推进邵阳旅游的良性、健康、快
速发展。 （记者 欧阳德珍）

周迎春督查旅游市场秩序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抓好安全生产 提升旅游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