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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6日晚上8时30分许，
邵阳大道与建设南路交叉口附近，由城
管、交警、路政等部门组成的执法队伍
联合执法时，发现一辆运输车未按有关
规定对装载的砂石进行密闭处理，执法
人员依法将其拦停，进行宣传教育，准
备依法处理，然而驾驶员非但不配合处
理，还强行驾车驶离现场，后被现场执
法人员追停，驾驶员被带到公安部门处
理，运输车辆被暂扣。这是我市城管部
门牵头开展“三车”（渣土运输车、流散
体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车）集中整治行
动持续发力的一个案例。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大气污染物扩
散能力变差，我市多发雾霾天气。为
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城管部
门开展相应工作，以改善城区空气质
量。针对各类货车带泥带尘进城污染

城区道路、且各类运输车辆分属不同部
门监管的情况，自上月26日起，由市城
管部门牵头，与公安、交警、交通、住建
等部门联合组建“三车”整治执法队伍，
各部门抽调执法骨干，安排专车启动

“三车”运输扬尘污染整治工作，时间将
持续两个月。整治工作按照动静结合、
点面联合、标本兼治、教罚并举、舆论引
导、工作追责等要求，采取统一指挥调
度、统一工作标准、统一工作时间、统一
规范着装、统一执法处罚、统一车辆配
备等措施，确保职责明确、严格规范执
法、上下有序联动，整治工作取得良好
成效。自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市城管局
主要领导及北塔、双清区等领导均靠前
指挥，深入一线督察整治工作。截至 1
月7日，共查处污染城市道路车辆78台
次，教育车主及责令整改车身带泥车辆

299台次。
目前，城区混凝土搅拌车轮胎带泥

上路现象几近消失，渣土管理工作日益
规范，污染车辆上路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为进一步加强城区“三车”运输扬
尘污染整治工作，根据全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统一部署，城管部门将进一步加
强“三车”运输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紧抓
工地、源头地、运输企业、车辆和驾驶人
源头管理，推动“三车”规范运输；强化
工地和路面秩序整治，全面实施“四统
一、两规范”，破解“三车”运输扬尘污染
难题，提升“三车”运输管理水平，有效
防治“三车”运输污染大气问题。

（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李建国）

我市严厉整治“三车”运输扬尘污染

本报讯 1月11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
邓广雁主持召开市纪委、监委
2018年度中心组（扩大）第一次学
习，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1 月 5 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
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邓广雁说，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蕴含强烈的使命意识
和担当精神，彰显了党中央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深
谋远虑。全市各级纪委、监委和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认真学习
领会，全面贯彻落实，真正在学
深悟透做实上下功夫，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不
断开创我市纪检监察工作新局
面。

邓广雁表示，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全市各级纪

委、监委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真正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来。要增强政治敏感。走进新
的历史时期，党员干部必须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做信念
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
过硬、作风过硬的纪检监察干
部。要履行政治责任。必须忠
诚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为邵阳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坚强纪律保障。要完成政治
使命。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
辱使命，担起沉甸甸的责任，完
成 时 代 赋 予 我 们 的 历 史 使
命。 （马剑敏 毛超林）

做“五个过硬”的纪检监察干部
市纪委监委举行中心组（扩大）学习

邓广雁主持

本报讯 1月10日—11日，
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郭建国带队
来邵督查考核2017年度我市的
消防和禁毒工作。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李志雄，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谭学军出席考核情况
反馈会。

考核组一行先后到大祥区
城西街道、国电宝庆电厂、百春
园街道、武冈市龙溪镇，辕门口
街道、邓家铺镇等地检查考核禁
毒和消防工作。

2017年，我市实施“公安消
防大建设三年行动”战略，累计
投入经费1.6亿元，从七个方面
改善消防基层基础设施，解决消
防基础薄弱问题。我市禁毒工
作保障进一步加大，县市区禁毒
办基本实现实体化，相关乡镇办
均配备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
（村）都明确了禁毒专干，逐级落

实禁毒工作责任。
考核组充分肯定了2017年

我市的消防和禁毒工作，认为我
市的消防工作有抓手、有亮点、
有成效，在禁毒工作上，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机制完善，措施
有力，成效突出。考核组还就下
一步如何开展这两项工作提出
建议。

李志雄表示，下一步，我市
将持续加大对消防建设工作投
入，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考核组提
出的反馈意见，切实加强消防宣
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压实禁毒部
门特别是基层禁毒部门的工作
责任，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增
强群众远离毒品的意识，严厉打
击吸贩毒行为，遏制毒品的渗透
蔓延，切实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刘 波）

省政府督查考核我市消防禁毒工作
李志雄出席考核情况反馈会

本报讯 1月11日，由市商
务局、市民政局指导，邵阳市电
子商务行业协会主办的“创新求
发展，整合谋共赢”邵阳电子商
务行业协会年会举行，来自相关
市直单位、邵阳电商协会和各县
市区电商协会会员共谋电商发
展。副市长晏丽君出席活动。

2017 年，我市电商平台集
中营销“一县一品”系列活动正
式拉开序幕，也为我市开展电商
精准扶贫开启了新模式。协会
会员单位中诞生出国家级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一家、省级电子商
务示范企业四家、省级重点培育

项目两个，全市电子商务年交易
额将突破150亿元。2018年，市
电商协会将携手各县市区电商
协会，建立起协会与协会之间、
政府与企业之间、协会与企业之
间的多向沟通渠道，共话电商新
发展，共编优质资源网，共促资
源整合与置换，在精准扶贫、协
会合作、产业发展、技术服务、教
育培训等多重领域，大力开展友
好交流与深度合作，实现地区资
源与行业资源的完美对接，促进
我市经济转型升级和电子商务
产业跨越式发展。

（杨 波）

全市电商谋划新年发展

本报讯 1月10日，省财政
厅服务代表委员工作领导小组
邵阳组来邵召开座谈会，听取在
邵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对财
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协
副主席周晓红参加座谈会。

会上，代表和委员们畅所欲
言，就预算管理、地方债务风险
预判、如何支持企业发展和教育

医疗改革，以及加大对邵阳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等方面提出了中
肯的意见和建议。

工作组表示，财政部门将进
一步加大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的沟通和联系，充分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
事业发展。

（宁煜 江志）

省财政厅来邵征求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

1月10日上午，读者在大祥区城北路街道仙人井社区的“市地方文化图书馆大祥馆”看书和查阅资料。该馆是由地
方文化爱好者江旭东、曾胜程两人合作兴办的民间图书馆，也是市区第一家免费向社会开放的公益性地方文化图书馆，
有藏书5000余册。 杨敏华 摄

(上接一版)

田胜村共有 1900 亩山林享受退耕
还林政策，按照 125 元/亩的标准补助，
该村可得到补助 237500 元。与此同时，
市林业局还积极引导村民开展生态商品
林建设，给予11元/亩的补助。

近年来，市林业局充分发挥自身职
能优势，大力实施生态扶贫，努力把绿水
青山建设成金山银山。2016年11月底，
我市完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选聘工作，从 2017 年 1 月起按照“一卡
通”形式，按月发放护林工资。通过护林
收入稳定脱贫 2997 人，其中国家级、省
级生态护林员人均增收10000元/年，市
级生态护林员人均增收 4000 元/人，扶
贫成效显著。

发展油茶产业 增绿又增收

市林业局在做好生态补偿转岗脱贫
的同时，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促进贫困户

脱贫增收、国土增绿。各地掀起了发展油
茶产业的热潮。

邵阳县白仓镇黄连村贫困户莫田
清，今年60岁。2011年，老婆患肾结石引
发双肾衰竭，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家里的
负担全落到他一人肩上。2013 年，莫田
清借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契
机，筹借5万元资金承包了村集体山地
44.1亩种油茶，在其精心呵护下，油茶树
2015年开始挂果，收获青果600公斤，收
入3000余元。2016年产青果2800公斤，
收入 1.7 万余元。2017 年产青果 6000 多
公斤，收入接近4万元。“油茶树简直就
是‘摇钱树’！”莫田清介绍说，他准备把
油茶种植面积扩大到100亩左右。

近5年来，隆回县提出的“小油茶大产
业、小油茶大市场、小油茶大银行、小油茶
大作为”理念深入人心，全县每年完成油
茶新造林3万亩以上。绥宁县统筹涉农资
金支持油茶产业扶贫，政府对农民油茶造
林免费提供苗木并补助1200元/亩，力度

居全省之首。邵阳县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以大决心、大政策、大投入，大科技唱响油
茶“主旋律”，完成油茶新造20.2万亩、低
改14万亩，先后获得了“中国茶油之都”

“中国油茶之乡”等8块国字号品牌，成为
湖南乃至全国名符其实的油茶产业领跑
者。2016年全省油茶产业发展研讨会，提
出了湖南油茶的“邵阳共识”和“邵阳模
式”。2017年成功举办了中国（邵阳）油茶
精准扶贫高峰论坛暨茶油互联网+博览会
和全市油茶产业扶贫对接会。

至2017年底，全市累计投入资金25
亿元，完成油茶新造林65万亩、低产改
造 60 万亩，油茶林面积从 2007 年的
105.6万亩增加到现在的165万亩，实现
了快速增长；茶油年产量从1.8万吨增加
到现在的3.5万吨；产业产值从3.6亿元
增加到现在的 36 亿元，创造了喜人业
绩，并吸收农村剩余劳力50万人。

“生态帮扶，绿色脱贫”，邵阳正以崭
新的姿态步入全面发展新征程。

本报讯 1 月 10 日上午，市
燃气总公司生产科的工作人员对
佘湖桥附近的燃气管道及设备进
行巡查，查看经防冻保温处置后
的调压器等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这是市燃气总公司依据《雨雪冰
冻天气天然气应急保供实施方
案》，积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带来
的不利因素，确保市城区管道燃
气正常输供的一幕。

为切实做好雨雪冰冻灾害应
急处置工作，市燃气总公司成立
了保供领导小组，加强雨雪冰冻
期间的值班值守，确保应急保供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一方面积极
与上游管输天然气供气单位对
接，争取供气指标，同时加强巡
线、巡检和燃气设施的维护保养
及防冻保暖处置工作；另一方面
做好应急物资的保障，加强气源
采购和储存，确保天然气站 7 个
储罐储满63万立方天然气，以保
障有充足的应急调峰气源。针对
气温下降可能出现险情和维修量
大幅增加的情况，公司抢险队和
维修中心已做好充足的准备，严
阵以待。

（童中涵 郭巧艳 陈素云）

市燃气总公司
积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保供应

本报讯 1月10日
上午，市公安局在市区
蔡锷广场举行 2018 年

“110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市公安

局组织指挥中心、反恐
支队、交警支队等部门
民警，联合市二人民医
院通过摆放展板、发放
110 报警求助手册、面
对面交流等方式，向市
民介绍如何正确报警求
助，及时获得公安、医疗
救助。

这天，是全国第三
十二个“110 宣传日”，
也是我市“110”开通以
来的第 21 个宣传日。
今年110宣传日的主题
是“110，守候新时代的
美好生活”。目前，我市
市区110指挥中心年接
警量达55万余个，公安
部门坚持“有警必接、有
警必处、有警必果”，有
效地维护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和社会治安稳定。

（刘 波 邓琢林）

我市举行
“110宣传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