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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13日上午，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在
邵东县走访慰问、检查安全生产
工作时指出，要时刻把困难群众
的生产生活放在心头，帮助困难
群众解决现实难题，给予他们更
多关爱与支持；要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工作，完善各项应急预案，全
面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全力防范
安全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和谐稳
定。市领导蔡典维、李万千参加
慰问、检查。

当天，龚文密一行来到邵东县
堡面前乡五一村，先后看望慰问
了该村罗践秀、申宾良、王喜云、刘
美全和曾中桥等五户特困群众。
在困难群众家中，从卧室到厨房，
龚文密认真看、仔细问，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村民王喜
云因车祸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生活
困难。龚文密握着王喜云的手说，
让群众生活好起来是党和政府的
责任。他叮嘱当地干部要针对其
实际情况，帮助发展产业、提高收
入、走出困境。曾中桥身患重病，
大儿子也遭遇车祸，家庭负担加
重。了解到这一情况，龚文密要求
有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更多地关
心特困户，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听民意、访民情、解民忧。一
路上，龚文密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
交谈，详细了解基层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他要求当地干部，要立足当
地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收入；要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落实中央和省里出

台的一系列富民惠民政策，更多关
心困难群众，办好惠民实事，让群
众生活更加美好。

龚文密十分关心安全生产工
作。在邵东高铁站，龚文密认真
查看了候车厅、安检站等处，详细
了解春运客流量、车次安排、安全
检测防范等情况。他指出，春运
涉及千家万户，要把春运安全放
在最突出位置，全面深入排查整
改安全生产隐患，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强化春运交
通安全综合整治，针对节日期间
车流、客流加大，极端天气多发等
情况，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提高排
危除险能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
的出行需求和生命财产安全保
障。在邵东县城新明加油站，

龚文密听取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应急救援工作开展、隐
患排查等情况介绍。他强调，各
级各部门要把各类安全风险估计
得更充分，把各类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得更到位，把各项安全应急
措施准备得更扎实。企业要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
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要增强安全意识，加大对职工的安
全知识、安全生产技能培训；要加
强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
域专项整治，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平稳运行。 （谢文远）

龚文密在邵东走访慰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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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3 日，市政
府党组班子召开 2017 年度民
主生活会。会议围绕“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
署”这一主题，围绕“6个聚焦”，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定整改
措施，明确努力方向。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刘事
青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为确保高质量开好这次民
主生活会，市政府党组班子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
要求部署，扎实做好会前各项
准备工作。精心组织学习研
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深入开
展谈心谈话，撰写个人对照检
查发言提纲并反复修改完善。

会议通报了市政府党组班
子 2016 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
整改落实情况。会上，刘事青
代表市政府党组班子进行对照
检查，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班子成员依次进行自我
批评，其他同志逐一提出批评
意见和建议。大家紧紧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
委决议决定、对党忠诚老实、担当负责、纠正“四风”
不止步、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等6个方面逐项查
摆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大家自
我批评彻底、有深度，相互批评开诚布公，达到了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增进团结、振奋精神，明确方向、
促进工作的目的。

刘事青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从“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做到对
党绝对忠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政府各项工作”“带头反‘四风’转作风”

“带头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带头抓好
整改”等五个方面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推动
邵阳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 （记者 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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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邵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全
市烈军属、残疾军人、军队离退休和转业、复退军人，民
兵预备役人员：

值此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委、市人民政府率全
市830万人民，谨向你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2017年，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和“二中心一枢纽”战略，统筹推进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深化改
革不断深入，经济指标稳中有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
乡建设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富有成效、民生民利持续改
善。继2016年我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后，
2017年，我市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这些成绩的取
得，凝聚着你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

多年来，驻邵各部队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部署要求，围绕建
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战、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坚持
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在圆满完成
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投身全市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
业，全力参与抢险救灾、扶贫帮困、维稳处突和社会公益
行动。特别是在2017年邵阳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
灾害，你们紧急出动，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参加抗洪抢
险，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实
际行动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
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全市烈军
属、残疾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和转业、复退军人，民兵
预备役人员，继续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为全市改
革发展、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谨向你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
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产业兴邵理念，大力推进“二中心
一枢纽”建设，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强军思想，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部队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地支
持部队建设和发展，全面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深化
拓展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大好局面。

奋斗成就使命，实干托起梦想。让我们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军民携手，众志
成城，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
风，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邵阳而努力奋斗。

祝同志们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中共邵阳市委
邵阳市人民政府
2018年2月14日

慰问信

本报讯 2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周国利率市直有关
单位及双清、北塔、市经开区负责人调
研“蓝天保卫战”工作。副市长蒋志刚、
市政协副主席郑再堂参加调研。

在双江口进城洗车站和双清百合弃
土场项目建设现场，周国利详细了解项
目建设进度，要求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建成并投入
使用。周国利一行还先后来到邵阳大道
与昭阳路的“四车整治”检查点、双清区桥
头街道肖家排社区和资江北路夜宵市场
进行现场调研，深入了解“蓝天保卫战”各
项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周国利指出，各级各有关单位和部
门要继续保持常态监管和严管重罚的
高压态势，突出抓好建筑工地、施工道

路等扬尘污染源综合治理，严管渣土车、
搅拌车等工程运输车辆违法违规行为，
通过源头控制、流动巡查、严格执法等，
确保城区渣土车、搅拌车等工程运输车
辆按规定限时限路线全密闭运输。对
违法行为，要不讲情面，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

周国利强调，各区要按照要求，全
面强力推进渣土弃土场及配套标准洗
车场的建设。市城区的六个进城洗车
场要尽快竣工投入使用。大祥、北塔二
区及市经开区的弃土场也要尽快规划
选址，标准化建设，以解决城区项目建
设“弃土难”的问题。 （记者 马剑敏）

狠抓工作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
周国利率队调研“蓝天保卫战”工作

洪源下积石，砥柱屹嵯峨。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当前我市良好政

治生态虽然总体形成，但不少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管
党治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繁重。要进一步巩固、发
展来之不易的良好政治生态，必须认清当前形势，保持
战略定力，以抓铁有痕的意志，以坚强有力的举措，聚
焦中心任务，坚守职责定位，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下转二版）

以坚强有力的举措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三论贯彻落实十一届市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三论贯彻落实十一届市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根据市政府春节放假调休的通知精神，本报2
月17日（正月初二）至21日（正月初六）休刊，2月22
日（正月初七）照常出刊。休刊期间，本报重要新闻
将在移动新闻客户端“云邵阳”、邵阳日报社官方微
信和官方微博即时播发。

特此告知。
本报编辑部

告读者

2月11日，双清区举办2018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扶贫大型专场招聘会，共组织52
家用工单位和企业进场招聘，提供4200多个就业岗位。当天现场参与的求职者达2000
多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26人。 伍 洁 杨志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临近春节，党和政府送来
了崭新的电视机，让家住新邵县小塘镇
姚口渡村贫困户王检红兴奋不已，因为
他再也不用去邻居家“蹭电视”了，可以
在自己家看春晚了。

为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看电视
难的问题，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近期，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建档立卡
贫困户赠送30万台电视机。截至2月
12 日，我市新邵、隆回、洞口、绥宁、城

步、新宁、武冈、邵阳县等 8 个县市的
656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在年前收到
赠送的电视机。

“送电视，就是给贫困群众送来党
的关怀、送来科学文化知识、送来精神
食粮、送来脱贫致富的信念。”市文明办
工作人员说。为保障赠送的电视机真
正精准到户，我市将受赠贫困家庭信息
按标准制作成二维码，由受赠户户主签
收，防止冒领、截留等现象。

一台台崭新的电视机，让一个个受赠
的家庭增添了节日的欢乐与喜庆，激发了
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伍 洁）

6560台电视机赠送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