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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9日，市纪委机
关举行主题党课学习活动，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

“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批示
精神，以及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和省委出台的《中共湖南省
委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
施办法》。

会议要求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
结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抓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的学
习贯彻，深刻认识批示精神的丰富
内涵、核心要求和重大意义，深刻认
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

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纠正“四风”、加
强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坚决防止以会
议落实会议，严格控制各类考核评
比，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切实精简
文件简报，加强和改进政务服务，坚决
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不断巩固和
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深
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努力提高廉洁履职水平，做到
认真学、思践悟，强化责任担当，严
格执纪问责，切实解决“四风”问题，
把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不断向纵深推进。

（马剑敏 陈湘林）

推进“四风”纠正 加强作风建设

本报讯 12月20日，省委讲师
团副主任邓清柯应邀为我市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第一期集中轮训班全
体学员作专题辅导。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李万千主持报告会。

邓清柯以《照亮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思想“灯塔”——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
会》为题，从思想力量的彰显、时代
背景的分析、理论定位的概括、时代
课题的回答、丰富内涵的阐述、实践
要求的贯彻、历史贡献的把握等 7
个方面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李万千在主持报告会时要求全
体学员要吸收消化讲课内容，真正
弄懂悟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进工作。一是要真学真
懂。真正弄懂吃透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深刻
理解和领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
理论、重大观点、重大举措，更加自
觉地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衷
心拥戴、坚决捍卫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党的核心地位。二是要广泛宣
传。广泛宣传党的先进理论成果，
使党的先进理论深入人心、家喻户
晓，以此推动邵阳各项事业不断向
前发展。三是要落到实处。坚持把
学习教育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将
学习成效全面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去。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加大调
查研究，创新工作方法，努力解决制
约我市发展的关键问题。要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工作的实
际成效取信于民，以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果造福于民。

（记者 马剑敏）

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
邓清柯作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 李万千主持

本报讯 12月19日，新邵
县有关部门透露，该县正谋划
建设“智慧新邵”体系，让政务
服务、城市管理等“智慧”起来。

“智慧新邵”是以为民服务
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
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
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
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
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
合、迭代演进，实现城市协调发
展的新生态。

“智慧新邵”建设具体内容
将包含19个类别，共计23个项
目。总体概括为：建一张网连
通各职能部门，贯通乡镇、村

（社区）网络；建一个平台（大数
据平台）存储各单位产生的各
类数据；建一个智慧城市运营
中心，通过智慧政务、城管、旅
游等应用，有效解决交通拥堵
等“城市病”，为各产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建一个市民之家，
办所有服务群众事项；建“一个
手 机 APP 和 一 个 微 信 公 众
号”，让市民足不出户，实现一
站式、全天候的民生服务；以政
府 12345 热 线 为 中 心 ，整 合
110、119、120之外的其他39条
热线，实行网上办理、网上办
结 ，实 现 打 一 个 热 线 电 话
（12345），回复处理群众诉求。

（刘 波 隆昌良）

新邵县谋划“智慧体系”建设

本报讯 “恭喜洞口县学习总
积分和平均积分目前均排名全市第
一名、全省第 15 名。”12 月 14 日，洞
口县农村“法律明白人”在线培训管
理员在微信学习交流群里发布了这
一消息，鼓励全体学员再接再厉，继
续加强学习。

“法律明白人”是构筑农村和谐
社会的中坚力量，身份多为驻村辅
警、村级人民调解员和返乡居住的
退休干部职工等，其法律水平和法

律素养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今年11
月份，洞口县按照省、市关于开展农
村“法律明白人”在线培训的要求，
积极部署在线培训工作，制发了《关
于认真落实全省农村“法律明白人”
在线培训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建
立了“洞口县农村法律明白人学习
交流微信群”，管理员每天在群里发
布县内最新学习排行榜，回答学员
的各种疑难问题。

洞口县将线上培训和线下学习

紧密结合，为每位学员发放了《法律
明白人培训教材》，内容以农村常见
法律问题为主，通过问答方式进行
解读，书中还附有农村常见法律文
书样式，十分实用。石柱乡黄双村
学员阳双石表示：“学习了这些‘法
律明白人’课程，对我们调解纠纷有
很大帮助，希望今后能够多一些这
样的学习机会”。

（袁光宇 唐明花）

洞口农村“法律明白人”线上线下忙“充电”

12月19日，借着举行非遗文化
汇演的时机，刘骁璇与自己的结对
帮扶对象杨卫林拉起了家常，鼓励
他创新创业、脱贫致富。像这样的
交谈，已经成为刘骁璇在黄沙冲村
的日常“必修课”。

刘骁璇，邵阳市纪委第五纪检
监察室副主任。2016年3月，他被选
派至武冈市迎春亭办事处黄沙冲村
担任第一书记。如今，他已成为当
地老百姓心目中“黝黑皮肤，在村里
下了真功夫”的第一书记。

杨卫林今年52岁，因患病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但他一直希望通过创
业实现脱贫致富。通过多次交谈，刘
骁璇了解到他缺乏资金和技术的难
处，便亲自为他撰写了报告，从银行
争取到贴息贷款。“搭帮刘主任热心
帮扶呢，今年我们家可以脱贫了。”杨
卫林高兴地算了笔账，今年卖山羊收
入7000元，儿子务工收入2万多元，

妻子搞“走马灯”演出收入近万元。
谈及来年的打算，杨卫林说，明

年想发展肉牛养殖，但眼下资金还
是不足，难成规模。“你可以邀请其
他贫困户共同创业，只要项目可行，
我去帮你们争取扶贫贷款。”刘骁璇
当即为他出主意。

在刘骁璇和工作队的努力下，
到今年底，黄沙冲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100户350人除9户兜底保障户将
全部实现脱贫，该村也将摘帽出列。

除了将政策红利给贫困户送到
家，为了使群众得到更多民生福祉，
刘骁璇还积极向上争资金、跑项
目。今年以来，刘骁璇与工作队一
道争取到五个大的项目，项目资金
达340万元。为让村级综合服务平
台达到更好的整体效果，他带头积
极协调村民矛盾，流转土地4亩，拆
除危房2座，使整个服务平台宽敞明
亮，也为村民提供了休闲锻炼的好

去处。项目完工后，过往的村民无
不啧啧称赞。为方便村民夜间出
行，他向上争取资金40万元，在村主
道架设太阳能路灯120盏。当村里
夜间突然亮堂起来时，村里男女老
少无不欢呼雀跃。

考虑到村里独有的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走马灯”面临缺少资
金而无法弘扬和传承的困境，他积
极与武冈市政府领导协调沟通，为
该项目争取到5万元工作经费。村

“走马灯”传承人杨启元激动地握着
他的手说：“走马灯有希望了，黄沙
冲有奔头了。”

真心为民谋福利，成了刘骁璇
的座右铭。他说，只要带着感情去
帮扶，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更没
有帮助不了的困难群众。

刘骁璇：真心为民谋福利
记者 曾书雁

本报讯 12 月 20 日 15 时 30 分，因
气温骤降，白公西路邵阳燃气总公司附
近，市自来水公司城西水厂供水主管道爆
管，造成市自来水公司城西水厂临时停
产，城区城北路白公城往西段、东风路至
红旗路、江北全线等区域沿线临时停水。

接到险警后，副市长蒋志刚带领市
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组织人员和机械全力止水抢修，尽可
能降低爆管对周边造成的破坏。蒋志刚
指示：全力抢修，通宵作业，将对市民的
影响降到最低。

市自来水公司抢修人员将通宵作
业，并组织水车对部分停水区域送水。
预计24小时内可恢复供水。（罗玉莹）

城西水厂
供水主管道爆裂

本报讯 12 月 18 日至 20 日，
全市“两新”组织和城市社区党组织
书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党建示范
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行。全市“两
新”组织和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共
10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主要通过专题讲座、现
场教学、业务考试等多种形式，围绕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辅导、基
层组织建设、“两新”党建精神解读、
发展党员工作、“两新”党建业务培
训、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等
课程，现场观摩三一重工湖汽公司
党支部和大祥区戴家社区等单位党

建工作，教育引导“两新”组织和城
市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学习领悟全面从严治党
新要求，增强抓好党建工作的政治
责任感，提高党务工作能力，抓实抓
活“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让“两新”
党建工作助推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通过培训学习，学员们纷纷表
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带头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一步抓好“两新”组织和城
市社区党建工作，为邵阳“二中心一
枢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刘小幸）

抓实抓活“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 新邵阳

12月18日，壹基金“一家人”爱心团队来到隆回县花瑶古寨，为崇木凼小学60多名孩子每人带来一个冬
季“温暖包”。“温暖包”内有棉衣、棉鞋、棉袜、围巾、帽子、手套和护手霜等。爱心人士还为孩子们每人赠送了
新书包、美术套装、图画本、减灾笔记本等学习用品。 罗理力 巴哼 摄影报道

12月19日，新邵县严塘镇湖城村在河岸边加紧修建文化健身广场。
该镇针对村民休闲没处去的问题，计划在省级示范村湖城村筹建占地12
亩，集健身、休闲、景观为一体的“村级公园”，点亮农村文化新生活。该项
目计划春节前完工。 罗哲明 杨卫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