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邵阳市委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07

第11114期

2017年10月

丁酉年八月廿四 13 星期五

天气预报 今天：阴 东北风3－4级 温度：13至17℃ 明天：阴 审稿：张卫民 责编：黄仁发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

本报讯 10 月 9 日，从绥宁县
林业局传来消息：截至 8 月底，该
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76.21%，提前
实现了突破 76%的既定目标。当
前，该县森林覆盖率还在进一步增
长之中。

绥宁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
为“一块没有污染的神奇绿洲”。
2013年时，森林覆盖率达74.94%，其
中森林资源总量、木材单位面积蓄
积量、林木单位面积年生长量等指
标均位居全省第一。为了保护绥宁
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绥宁县精心编制了生态县建设
规划，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绥宁生
态县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定等系列配套文
件，提出到2018年绥宁的森林覆盖
率要超过76%的目标。

近年来，绥宁县推出“封山禁

伐、产业转型、环境整治、造林披绿”
的组合拳，实施森林禁伐、减伐行
动，其中禁伐总面积88万亩。在减
伐期内，全县各地严禁砍伐天然林，
取消工业原料林的采伐，只允许采
伐人工成熟林，每年商品材采伐量
在上年度的基础上递减20%。

绥宁县推进产业转型发展，成
功争取国家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
策，对木材加工和造纸等传统产业
完成技改扩改，推进风能、生物质
能、水电等清洁能源产业和生态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在转型期间，该
县关闭了157家小型造纸厂、竹木加
工厂，并引导宝庆联纸、中集竹木等
较大规模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资
源集约利用。年林木砍伐量从
2007年前的34万立方米减少到当
前的8万立方米左右，累计增加的
森林蓄积量达200万立方米。

绥宁县加大环境整治工作力
度，关停了一批污染企业。该县对
砖瓦窑、采砂山场造成的裸露山体
及时覆绿。近年来，共栽植绿化苗
木2万多株，播撒马尾松种子300公
斤，客土回填100亩，裸露的山体全
部披上了绿装。

近年来，绥宁县累计完成植树
造林 30 多万亩，幼林抚育 143.8 万
亩，实施封山育林10.5万亩，划定生
态 公 益 林 127 万 亩、生 态 红 线 区
1897.39平方公里。2016年，该县森
林覆盖率达到76%，森林蓄积量突破
了1800万立方米。
（袁光宇 向云峰 袁学龙 宋三龙）

绥宁森林覆盖率达到76.21%

本报讯 10 月 11 日，大祥区
罗市镇敬老院的老人享受到了来
自“大爱无疆 情暖邵阳”大型公
益活动慰问团队的温暖。

这一天，由市民政局、市妇
联、市国安局、市老龄办、中国人
寿邵阳分公司等组成的“大爱无

疆 情暖邵阳”大型公益活动慰
问团队，为老人送来了爱心。义
工们来到敬老院开展义诊、义剪、
康复理疗活动。市民政局、市老
龄办还为老人送来了价值 1 万元
的物资。

为丰富敬老月内涵，推动全社

会敬老爱老活动的开展，市老龄委
组织开展“金秋惠老”活动。接下
来，还将开展“爱老助老 乐享银
龄”大型公益活动进社区，“欢庆十
九大 关爱空巢老人”大型公益活
动进乡村活动。

（记者 肖 燕）

金秋惠老情暖敬老院

本报讯 10月10日，我市举行
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新闻第十四场
新闻发布会。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王化平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创新宣传方式，打通了理论宣
传最后一公里。我市改变了过去理
论宣讲大课堂的模式，组织理论宣
讲小分队，开展了系列“百姓微宣
讲”活动。五年来，每年组织“微宣
讲”近千场。

全方位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成
就宣传、典型宣传。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至今年8月，我市在中央、省
级主要媒体刊发正面稿件 11200 多
篇，一批亮点工作备受中央省级媒
体关注和大力宣传推介。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组织开展了系列“最美人物”
常态化的“身边好人”宣传，连续开
展5届全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文
明创建覆盖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县
城、乡镇街道、社区和 80%以上的
村。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15个、
全国文明村镇11个、省级文明县城
2个、省级文明单位108个、市级文明
单位395个。

大力繁荣文艺创作，夯实城乡文
化阵地，发展文化产业。以“五个
一工程”精品创作为龙头，推出了
一批文艺精品力作；周末剧场“宝
庆大戏台”演出450余场、“送戏下
乡”活动2000多场、农村电影放映

17万场；建成文化馆13个，公共图书
馆14个，大型体育馆4个，博物馆、纪
念馆10个，美术馆2个，建成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221个；文化产业保
持平均17%以上的增速发展，文化和
创意产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40.07
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70.85亿元。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少林、赵
应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
明办主任黄光荣分别回答了记者提
问。（相关报道详见二版）

（记者 曾国栋）

为加快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我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党中
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嘹亮号角，市
委和市委组织部坚持把从严管理干
部作为贯穿组织工作的一条主线，
精准聚焦、强化措施，选人用人风气
更加淳正，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
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交出了一份份务
实的“答卷”。

强化思想建设，用科学理论

武装干部头脑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始终把思想
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认真抓好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的学习、轮训，举办各类专题培训班
1260 场次，教育培训各级党员领导干
部 35600 人次。建立组织调训和自主
选学相结合的干部参训机制。五年来，
举办中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党外干部、
科级干部为主体的培训班次75期，
培训近3600人次，选派223名领导
干部参加了上级组织的调训，146
个单位的 16561 人参加“干部网络
学院”学习。

树立正确导向，促进好干部

标准落地生根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
因素。

市委坚决贯彻“信念坚定、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
干部标准，旗帜鲜明地树立重品行、重
实干、重公认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
唯贤用干部，坚持看工作实绩、凭群众
口碑用干部。

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出台了
《关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服务加快邵阳
发展的意见》，对贯彻好干部标准作出了
明确规定，以铁规则落实“好干部”导向。

五年来，市委坚持在重大项目、园
区建设、信访维稳、企业改制、招商引
资、脱贫攻坚等工作一线考察、识别、选
用干部。 (下转七版)

选优配强班子
——我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系列报道之四

记者 曾国栋 通讯员 李仁明 肖 容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上午，全市 2018 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17年度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对2018年度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按
时按量完成好发行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春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下发了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做好2018年度全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通知，明
确了发行范围和任务，并对发行工作提出了纪律
要求。同时，对邵东县等18个2017年度发行工作
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

会议指出，要用更高的政治站位认识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到抓好党报党刊发行是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紧迫要求、是做好意识
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渠
道、是推进“二中心一枢纽”战略的现实需要。

会议强调，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是“硬指标”，要
切实做到“一份不能少”，通过落实征订责任、征订
范围、征订任务，严肃发行纪律等措施，确保我市
在12月25日前全面完成发行任务。

会议要求，要用更精准的服务提升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的质量。一要提升办报水平。邵阳日报社要
充分利用好“中央厨房”“云邵阳”等新媒体技术和
平台，着力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不断扩大党报影响
力。二要提升投送时效。要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的主渠道作用，加快信息化进程，彰显渠道优
势，增加投递实效，提高服务水平。三要提升读用效
果。要创新读用形式，做好阅读管理，拓展阅读渠
道，利用“云邵阳”等各级党报党刊客户端的信息传
播和服务功能，不断拓展中央、省委和市委重大决
策、重大信息的传播形式和空间。 （宁如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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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城

步苗族自治县

儒林镇中心小

学通过举办唱

党歌、讲党的故

事、我与党旗合

个影等系列活

动，表达广大师

生对党的十九

大即将召开的

期盼和喜悦之

情。图为 10 月

11日，教师给四

年级学生讲述

党旗的来历。

严钦龙

肖远清

摄影报道

本报讯 9月29日，隆回县金石桥
镇居民王桂华在镇里的不动产登记窗
口领到了不动产权证。王桂华领到的
是全市范围内在乡镇不动产登记窗口
发出的第一本不动产权证。

隆回县2016年6月实行不动产统
一登记以来，致力整合职能职责，不断
精简办理程序，全面建设软硬件设施，
提供窗口受理、全程代办、网上审批、限
期办结等一系列优质服务措施，办结速
度比法定标准提高60%。

把不动产登记窗口前移至乡镇，
解决乡镇群众的办证难题，成为隆回
县国土资源局今年的工作重点。该局

有序开展调研论证、权限和流程设置、
选点建设软硬件、人员培训、启用不动
产登记专章分章等工作，确定年内在
金石桥、司门前、小沙江、荷香桥、七
江、六都寨、高平、滩头、岩口、横板桥
等 10 个国土资源中心所，设置不动产
登记窗口，试点授权乡镇窗口开展不
动产登记业务。乡镇窗口受理、初审
申请资料合格后，扫描上传资料至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同意，最后由乡
镇窗口打印不动产权证书，加盖不动
产登记专章分章即可，这样大大方便
了乡镇办事群众。

（阳小龙 郭常春 周文杰）

隆回可在乡镇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