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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5日，为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广大干警
政治理论素养，武冈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组织全体干警深入开展学
习十九大精神知识抢答赛、演讲
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
实践，着力打造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交警队
伍。

2017年，武冈交警大队以党
建为引领，以创建优秀团队活动
为抓手，紧紧围绕“队伍一流、形
象一流、业绩一流”目标，强化队
伍正规化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在
队伍建设上，该大队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 150 名辅警人员，从各单

位抽调61名工作人员，组成全新
辅警队伍。同时，结合“形象岗、
示范岗”创建，在队伍中开展常规
化执法竞赛活动，不断提高干警、
辅警职业素质和工作能力。戴着
护腰执勤的袁连奇、打着点滴坚
持工作的林建军等多个先进典型
得到广大群众认可，切实改善了
交警队伍形象。此外，武冈交警
大队还多次组织民警宣讲团深入
学校、企业、社区、农村开展交通
安全文明宣讲活动，与群众手拉
手共同提升社会交通文明。

随着邵阳武冈机场通航，武
冈正式步入“陆空一体”交通时
代。这一历史性跨越也给武冈交
警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他们

用行动向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满
意答卷。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总体原则，武冈交
警大队在春运、清明、国庆、十九
大安保等重要时期，全力以赴投
入到保安全、保畅通工作中，多措
并举、持之以恒地开展城区交通
秩序整治行动。“百日会战”期间，
全体民警放弃节假日休息，全部
深入一线开展交通安全执法，现
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2711
起、客车超员违法321起、涉牌涉
证违法 6278 起、非客运车载人
1301起、违法占道19462起，涉嫌
危险驾驶刑事立案10人、行政拘
留53人，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起

到巨大震慑作用。此外，武冈交
警大队还进一步加强办事服务窗
口管理，全面落实各项便民服务
措施，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密切警
民关系，以干警“辛苦指数”赢得
群众“满意指数”。

2017 年，武冈交警大队“百
日会战”及“四大攻坚战”等多项
工作成绩均名列全市前茅；武冈
市全年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同比大
幅下降，其中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32.5%，伤人事故下降 22%，财产
损失事故下降 27.2%，事故总起
数下降 26%；该市全年没有发生
一起长时间、长距离的交通拥堵
现象，群众出行更便捷、更放心、
更满意。

以“辛苦指数”赢“满意指数”
——武冈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创建一流团队工作侧记

彭毅华 王湘淼 李焱稠 张梦彬

本报讯 上月27日上午，一曲深情、激昂的祁歌《唱支山歌
给党听》响彻隆回县七江镇建华村上空，十九大代表、青年祁剧
演员肖笑波以饱满的热情、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当天，“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送文艺进农村、进社区”活动
启动仪式暨首场演出在建华村精彩上演。近三个小时的演出，
博得在场观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为了让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宝庆大地上落地生根，市委宣传部组织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
中心、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等地，
开展四场专题演出，通过短、平、快的演出方式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激励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新时代创造新业绩。

（记者 陈贻贵）

本报讯 不忘初心，撸袖前行。上月27日晚，
绥宁县举行“两提一促”“四治四提”主题活动总结暨

“十杰百优”颁奖晚会。
2017年，绥宁县委精心组织了“十杰百优”评选

活动，通过人选推荐、联合审查、实地考察、群众投
票、领导小组初审、县委常委会审定等程序，最终评
选出以沈桂梅为代表的“十优村干部”、以蒙华宁为
代表的“十优人民满意公务员”、以欧阳巧玲为代表
的“十优扶贫先锋”、以成远华为代表的“十优岗位能
手”、以邓泽亮为代表的“十优医务工作者”、以夏辉
为代表的“十优项目建设功臣”、以向志国为代表的

“十优文明服务标兵”、以曾秋英为代表的“十优文明
市民”、以唐笑晖为代表的“十优人民卫士”、以陈代
寿为代表的“十优人民教师”，引导党员干部以先进
典型作镜子、当标尺，着力营造学赶先进、见贤思齐
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该县自 2016 年 11 月开始深入开展以
“提振精气神、提升执行力，奋力促赶超”为主要内容
的“两提一促”主题活动，通过主题大讨论、干部大讲
堂、“周清月结”、电视问政、“十杰百优”评选等子活
动提振精气神，提升执行力。

去年5月以来，该县开展以“治庸提能、治懒提
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为主要内容的“四治四提”
活动。通过明察暗访、集中检查、受理举报、调查核
实、责任追究等方式，共发现、受理和处置干部“庸”

“懒”“散”“软”问题线索121起，问责189人；处理公
职人员165人、村居干部18人；对6个单位提出了整
改要求，通报16期，曝光103人，起到了良好的教育
警示和震慑效果，有效促进了干部队伍作风转变。

（向云峰）

表彰“十杰百优”
激励见贤思齐

本报讯 经过半年艰苦奋战，邵东县灵官殿镇
双河口村双小公路4.5公里村级公路上月29日完成
路面硬化。至此，该镇还有5处“断头路”正在紧张
施工中。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贫困村农民迅速脱
贫致富，灵官殿镇党委、政府于岁末年初之际，调整
力量、加强部署，组织精干队伍集中对尚未完工的省
级贫困村通村公路、乡村“断头路”进行突击施工。

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长兴村、耳石岭村、育才
村、思远村等7个省级贫困村的修路工程，还有安源
村至毛荷殿村、铁塘村至石株桥村、双河口村至耳石
岭村等5处“断头路”工程已竣工。 （宁建华）

灵官殿岁末年初修路忙

本报讯 上月27日上午，新邵县迎光乡文化艺
术团为红岩寨村村民送去一场以“美丽红岩寨”为主
题的文艺汇演，在辞旧迎新之际给当地群众呈上一
场视听盛宴。

此次文艺汇演由新邵县文广新局、迎光乡人民
政府联合举办，节目编排独具乡土特色，歌舞、小品、
独奏等节目精彩纷呈。汇演中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精准扶贫知识有奖问答，村民们踊跃举手、争先
抢答，现场气氛热烈。

在人头攒动的观众席中，一位发如银丝的老奶
奶特别引人注目——她是红岩寨101岁的老寿星陈
佑桃。听闻当天县里送戏下乡，这位耳聪目明的百
岁老人不顾冬天低温风寒，兴致勃勃前来看戏。每
到精彩之处，老人都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邓红卫 唐志杰 江涛）

百岁老人为文化下乡喝彩

本报讯 上月 29 日，从邵阳县民政局传来喜
讯：该县确定建设的14个示范“留守儿童之家”近期
通过验收，全部符合建设要求，被现场授予邵阳县民
政局定制的匾牌。

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印发的《湖南省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机构（儿童之家）建设标准》要求，结合邵
阳县留守儿童工作实际，该县确定了黄荆乡大付村、
金称市镇青山村、金江乡枇杷村、黄亭市镇和平村、
小溪市乡文昌村等14个“留守儿童之家”示范点进
行建设，计划到2020年实现全县“留守儿童之家”村
村全覆盖。

验收组自上月26日起深入各“留守儿童之家”
建设场地进行查验，通过实地查看、资料检查、电话
核实等方式全面了解“留守儿童之家”信息台帐、临
时监护责任等工作情况是否落实到位。村民纷纷反
映，“留守儿童之家”的建立加强了对留守儿童的关
爱和监护，为外出务工、创业人员子女创造安全、稳
定的学习生活环境，是留守儿童的乐园和温暖的港
湾。 （陈平常 伍江林）

14个示范
“留守儿童之家”挂牌

本报讯 2018 年，城步苗
族自治县将以脱贫攻坚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强基础、
兴产业、惠民生，积极主动作为，
强化工作落实，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富饶幸福美
丽新城步。

新的一年里，城步将围绕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财政总
收入增长 9%，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 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实际利用内资增长 20%，
进出口总额增长20%，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5%，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的

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重点抓
好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精
准施策，打好脱贫攻坚硬战；二
是坚持产业兴县，奋力振兴实体
经济；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快
改善基础设施；四是坚持绿色发
展，突出抓好生态建设；五是坚
持深化改革，提升开放发展水
平；六是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
展民生事业；七是坚持底线思
维，着力维护社会稳定。

（记者 杨立军）

城步：
七管齐下，建设幸福新苗乡

本报讯 新的一年，新邵
将紧扣加快发展主题，不断推
进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努
力建设大美“湖南之心”，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
础。

新邵将重点抓好六大方
面的工作：一是加快推进产业
发展，重点推动医疗健康、循
环经济、化工冶炼、旅游文化、
富硒农业、商贸物流六大主导
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二是全
力推进项目工作，将启动建设
重点项目 60 个以上，完成投
资 48 亿元以上；三是持续加
快城乡建设，深入推进“三城

同创”，强力推进棚户区改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切实
抓好精准扶贫，重点扶持特色
产业、光伏、金融、电商、旅游、
科技等七大扶贫产业，全面完
成 32721 人稳定脱贫和 50 个
贫困村退出；五是突出改革与
创新，加快推进新邵经济开发
区管理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
制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征地拆迁制度改革和人才队
伍建设改革，探索白水洞风景
名胜区管理体制改革，不断释
放发展活力；六是努力发展社
会事业，全面落实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 （记者 杨立军）

新邵：
六措并举，建设大美“湖南之心”

本报讯 2018 年，邵东将主动融入省
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市委“二中
心一枢纽”战略，继续实施“兴工旺商、转型
升级”战略，做强商贸和工业“双引擎”，加
快资金和人才“双集聚”，推动动力和活力

“双增强”，在建设创新富裕宜居邵东的征
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邵东将围绕“八个聚焦”，努力建设创

新富裕宜居邵东：聚焦创新驱动，激发经济
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园区承载力、创新驱
动力、改革牵引力、人才支撑力；聚焦转型
升级，构建现代工业新体系，做专做精传统
产业，做优做大新兴产业，做特做响邵东品
牌；聚焦乡村振兴，释放“三农”发展新活力，
创建美丽宜居乡村，发展特色特质产业，夯实
农业农村基础，推进农业农村改革；聚焦提质

增效，开创服务业发展新格局，打造商贸物流
大平台，拓展对外开放大通道；聚焦投资拉
动，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以精准招商汇聚发
展合力，以重点项目积蓄发展后劲，以创新服
务优化发展环境；聚焦提升品质，争创区域竞
争新优势，打造更全功能的精品县城，建设更
具生态的精美家园；聚焦共建共享，提升民生
幸福新高度，多举措决战脱贫攻坚，多层次完
善社会治理，多角度构筑安全屏障；聚焦效能
建设，展示政府工作新作为，提高公共服务能
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记者 杨立军）

邵东：八个聚焦，建设“三个邵东”

编者按：上月下旬以来，我市各县（市、区）“两会”陆续召开。走进新时代、把握新要求，谋划新发展、展示新作为，各地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都有哪些举措来呼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我们一起聚焦县域“两会”。

把十九大精神
唱进村民心坎

肖笑波演唱
祁歌《唱支山歌
给党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