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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3 日上午，第三届
邵商大会第三次调度会召开。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在出席会议时强
调，要有序推进，抓好落实，将大会办出
水平、办出效益、办出影响力。

本届邵商大会拟邀请参会客商
620人、专家学者21人。省商务厅、省
财政厅、省扶贫办、省经信委、省工商
联、省旅发委、长沙海关、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等省直部门参会领导基本确
定。目前，《投资指南》《招商项目书》已
印制好。签约项目基本确定，各县市
区、邵阳经开区和各产业组已上报的签
约项目61个，总投资额364.15亿元，其
中合同项目 54 个，合同资金 309.94 亿
元；协议项目 7 个，协议资金 54.21 亿
元。61 个项目中，县市区和邵阳经开
区上报的项目 47 个，产业组上报项目

14个，现场拟签约20个重大项目。同
时会上将对表现突出的商协会和个人
颁发“兴邵贡献奖”。

蔡典维强调，召开邵商大会，就是
为了凝聚邵商力量，打造邵商品牌，引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一个地方的发展，
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重商亲商平台，各
级各部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做到责任
分工明确，各参与单位要严格按照目标
责任和时间进度，加快工作速度，落实
工作措施，确保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到实
处。要精准对接招商项目，确保到会一
大批客商，签约一大批项目，全面提高
项目的签约率、履约率。要精准服务精
准保障，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宣传推
介要着力强化“美丽邵阳”“开放邵阳”

“人文邵阳”三个印象。
（记者 杨 波）

确保办出水平办出效益办出影响力
蔡典维出席第三届邵商大会第三次调度会并讲话

本报讯 12 月 13 日上午，我市召
开汽车销售市场发展与监管会议，通过
以会代训的形式，破解当前我市汽车销
售的发展瓶颈，以进一步优化汽车销售
市场，促进我市汽车销售市场做大做强
做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为济参
加会议。

2016 年，我市城区汽车行业实现
销售收入236亿元，上缴国家税收28亿
元，市本级税收10亿元以上，成为市本
级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区内
现有从事汽车行业的企业262户，个体
户176户，从业人员1.2万余名，为全市
经济建设与发展、各大专院校毕业生就

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作出了较大贡献。
赵为济强调，汽车销售行业要提高

自律意识，严格遵守行业规则，加强法
律法规学习，做到依法依规经营。监管
执法部门要依法开展监管工作，明确监
管主体，依据“权利清单”和“责任清单”
办事，积极创新监管方式，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并充分利用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平台，形成监
管合力。各级政府部门要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维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政府行业社会
共治。 （宁如娟 吕 斌）

促进汽车销售市场做大做强做优

本报讯 12 月 13 日，市政协就我
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进行专
题协商。市政协副主席郭妤参加协商
活动。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确保食品药
品安全为中心，努力践行“四个最严”的
要求，严格食品药品日常监管，狠抓专
项整治，强化监测技术支撑，推进行政
审批改革，确保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未发生食品药品安全
责任事故。2017 年，全市系统共检查
食品监管单位53083家次，出动执法人
员122265人次，查处食品、保健食品类
违法案件619起，查扣不合格食品172
批次，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1起，刑

事处罚2人。
专题协商中，政协委员就农产品检

测体系建设提出了协商意见，建议要提
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要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对监管工作所需场地、设施配
备、专业人才等方面的投入；要切实加
强监管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升，保证监管
工作有效进行；要更好地整合资源，统
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要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的长效机制建立，全力以赴
做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参与协商的政协委员还先后实地视
察了江北蔬菜批发市场农产品检测情况
和市十中校园餐饮卫生状况。（马剑敏）

加强监管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本报讯 12月11日上午，在冬
日的暖阳中，长沙银行邵东支行两家
社区支行——衡宝路社区支行、廉桥
社区支行正式开业。开业当日两家
社区支行新增储蓄存款 4228.09 万
元。邵东两家社区支行的开业标志
着长沙银行正以燎原之势深入县域，
在“县域支行+社区支行+助农取款
点”的运作中，朝县域金融的先锋银
行目标迈进。

刚到营业时间，市民朱女士就来
到衡宝路社区支行办理存款业务，她
说自己去年9月份邵东支行开业时就

被长沙银行优质服务所吸引，当即办
理长沙银行芙蓉卡，可由于家住老城
区，存钱十分不方便，现在两家服务
网点开业了，转账、缴费、小额存取等
问题迎刃而解。据悉，此次新设的邵
东衡宝路社区支行位于老城区繁华
地带，毗邻水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而廉桥社区支行位于邵东县药材之
乡——廉桥镇，长沙银行的入驻使其
成为廉桥镇的第一家城市商业银
行。两家网点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
将广泛地辐射长沙银行在邵东的金
融服务区，更好地解决居民转账、缴

费、小额存取的距离问题，更踏实地
践行长沙银行“社区化”“平台化”“综
合化”“集约化”“智能化”的“五化”发
展路径，将“便民”落于实处。

长沙银行邵阳分行于2015年8
月21日开业以来，截至今年11月底，
存款突破52亿元，贷款突破56亿元，
短短两年时间就形成了“1+4+5”即1
家分行营业部、4家县域支行、5家社
区支行的网点布局，充分发挥“服务
地方、服务中小、服务市民”的传统和
优势，紧紧围绕邵阳产业发展、城乡
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等领域，支持了
一大批市政重点项目、民生项目和小
微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凸显着金融新
军的坚挺力量。

（宁 煜 龚金玲）

长沙银行县域触角更广服务更优

本报讯 “今年我家喂了 20
多只鸡，加上在村合作社挣的1万
多元，收入还可以。照这样看，明
年我家还可以多搞点产业，日子就
会越过越宽松了。”12 月 12 日下
午，同兴村村民高宜指着自家院子
的鸡，兴奋地和市自来水公司驻村
帮扶队员聊着明年的打算。

同兴村位于北塔区陈家桥乡，
是省级贫困村。2015年，根据市委
统一安排，市自来水公司与市委市
政府接待处一起，成为同兴村驻村
帮扶联点单位。近年来，在扶贫工
作队的帮助下，村里成立起农民合
作社，发展无花果、百香果、罗汉

果、莲子、油茶等种植产业，建设光
伏发电基地，为该村全面脱贫摘帽
打下坚定的基础。

作为帮扶联点单位之一，市自
来水公司认真履行帮扶职责。该
公司成立了由2名驻村队员、13名
党员干部组成的精准扶贫专班，结
合联系村情况，确定结对帮扶贫困
户 11 户共 25 人，制订详尽的扶贫
实施方案，落实“一对一”精准扶贫
工作。帮扶小组除为结对贫困户
送去生活物资及慰问金，耐心做好
惠农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外，还充
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协助村部完
成了自来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维

护工作。在冰冻期间，对损坏的水
表无偿进行的清洗、维修和校正工
作，在公司的支持下完成村里 3.8
公里的主干道硬化工作和 1 公里
水渠的加固维修工作。

自 2015 年来，市自来水公司
和其他驻村帮扶联点单位一起，持
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司累计出
资近 50 万元；11 户结对贫困户中
已实现劳务输出 11 人，发展种养
殖业10户，小额信贷3户，危房改
造2户，助学帮扶3人，医疗保障全
覆盖，基本实现全员脱贫目标。

（朱 杰 肖 佳）

市自来水公司精准扶贫见成效

12月12日下午，市
文化馆组织专业老师和
文化志愿者到市优抚医
院慰问演出，慰问在这
里疗养的 60 名优抚对
象。短期疗养活动主要
面向全市伤残军人和在
乡老复员军人等重点优
抚对象，从今年3月至12
月，市优抚医院全年计
划开展 20 批次疗养活
动，至今已开展19批次，
接待疗养对象1200人，
市文化馆坚持举办了19
场慰问演出。图为古筝
独 奏《渔 舟 唱 晚》。

记者 杨敏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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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全镇种植
3780 亩，收购 5050 担，烟农收入
760余万元，50亩以上的大户有30
多户……”12 月 8 日，隆回县荷香
桥镇烤烟办主任郑志宏介绍道。
当日，该镇邀请县烟办、县烟草局
专业人员为68名烟农及镇干部举
办烤烟移栽技术培训班，详细讲解
烤烟生产技术要求。

烟叶生产是荷香桥镇的农业
优势产业。该镇坚持实施科技兴
烟战略，采取任务落实到村组、兴

办烟叶连片示范点、完善目标责任
制、强化发展保障、严格督促检查
等五大举措，推动全镇烤烟生产工
作的落实和开展。成立了由 8 名
精干力量组成的烤烟生产办公室，
与镇烟叶收购站30名技术人员专
门抓烤烟生产。实行包村干部与
村的“点对点”帮扶制
度，从烤烟生产的宣传
发动、面积落实、育苗、
移栽、大田管理、烤房
建设、采收烘烤到分级

扎把，干部都必须深入到各村各组
各户，做好相关的指导和服务，月
底由烟农代表对驻村干部工作绩
效进行评议。每年都要选评一批烤
烟先进村、烤烟生产能手、烤烟生产
示范户，并发给锦旗与奖金。

至今，该镇建立了烤烟合作社，
成片流转土地，集中打造5
个烤烟专业村。该镇已经
落实2018年烤烟种植面积
3500亩。
（通讯员 刘剑 贺晴）

荷香桥镇干部助烟农“揣金”

(上接一版②) 通过基地示范和
订单农业，军杰公司带动了当地12个
乡镇 212 个村的群众参与到辣椒种植
产业中来。2016年，军杰公司带动2.5
万人种植辣椒2.2万亩，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2530人，实现帮扶对象年人均

增收1300多元。今年，军杰公司更是
带动全县3.4万余名群众种植辣椒3万
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700 多人。
同时。军杰公司还安排了当地 360 余
名群众就业。

(上接一版①)为改变清水村面貌，坪上
镇结合清水村实际，以“生态长寿文化”
为元素，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深入挖
掘本地的人文、地域、生态等特色优势
资源，做足做好生态产业文章，立足“旅
游活村、产业富村、生态亮村”的发展战
略，树立“环境就是资源，长寿就是财
富”的理念，构建以“桃花源”为品牌的

“一村一品”经济带。
2016 年在新邵县委、县政府的支

持下，坪上镇邀请专家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进行规划设计，并相继实施了道路扩
建、新建村标、村部重建、文体广场改扩
建、房屋“穿衣戴帽”、修整河道、“四边
五年”绿色行动计划等工程项目，努力
打造独具特色的雷公洞、梯级坝、风雨
桥、油菜花海、十里竹海、百里黄桃的生
态休闲旅游项目。

在大力发展生态的同时，清水村积
极寻找增收致富的路子，依托资源优
势，将生态美和百姓富进行有效衔接，

依托资源环境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特色
产业。今年下半年，清水村可视范围内
的200亩土地全部流转，用于发展芍药
产业，预计经济收入每年可达20万元。

清水村还抓住旅游扶贫和美丽乡
村发展机遇，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和长寿
品牌影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白水洞
核心景区联动，作为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村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坪上镇党委书记周玉光说，党的十
九大报告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
展的高度重视，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和绿色发展将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清水
村的优美生态环境，必将成为清水村的
美丽名片，为清水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昔日的清水村，如今变成了新邵县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今年11月，清水
村又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如今，
慕名前来清水村参观考察、休闲旅游的
人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