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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前夕，武冈市邓元泰镇
凤溪村贫困户戴小梅一家三口搬进了期待
已久的新家。戴小梅原本住的是地质灾害
易发区的危房。去年4月，戴小梅一家被定
为扶贫搬迁对象，年底免费分到了这套75
平方米的房子。春节前，该镇凤溪村和丰坪
村24户扶贫搬迁户全部搬进了新房。

近年来，武冈采取分散就地安置的方
式搬迁了 434 户 1000 人。从 2017 年初起，
武冈市开始探索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方式，
将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矿山采空区域等作
为易地扶贫搬迁区域，精准审定搬迁对象，
在各乡镇建设集中安置小区，安置扶贫搬
迁贫困户。

为破解易地搬迁安置户“住着新房子，
过着苦日子”“搬进了新房子，心还在山沟
里”的尴尬，从根源上解决贫困户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的问题，武冈市将各乡镇较
好的土地资源用来建集中安置小区，并搭
建就业生活的基层平台；探索建立贫困人
口参与股权分红的资产收益扶贫长效机
制，实现贫困户资产性收入增长；引导劳务
输出脱贫，通过产业促进、创业带动等方式
帮扶安置户创业就业，帮助搬迁户增加收
入。安置户由原来的享受少量社会化服务，
变成现在可以享受更多教育、卫生、劳动技
能培训等社会化的服务。湾头桥镇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集中安置 347 户，交通十分
便利，周边卫生院、学校、农贸市场等一应
俱全。该镇建造200多个大棚，承包给安置
点的贫困户种植蔬菜，贫困户每户年纯收
入可达1.5万元左右。

去年，该县建设集中安置点 19 个，拟
建设房屋123栋2525套，能集中安置8372
人。到2017年12月底完工88栋，实现5060
人搬迁，全面完成了上年初省委、省政府下
达的目标任务。

（记者 曾 炜 通讯员 李焱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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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3日上午，没有鞭炮、没
有烟花，邵东县五金建材批发市场的门店
纷纷开张营业。“往年正月初八开业，家家
户户都要燃放烟花爆竹，那场面闹得人心
惊肉跳”，谈起今年的变化，店主们感慨极
深，“县里推行综合整治，禁炮殡改齐步走，
邵东变得安净舒适了”。

群众的满意源自邵东县委、县政府的
决心、决策与行动。2017年是邵东县“城市
管理年”，该县展开了史上最严的城市综合
整治。全县严管渣土、严惩车窗抛物、强推

“门前三包”、狠抓环境卫生，城市秩序与面
貌彻底改观。这一年，邵东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喜获“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殊荣。

起步于去年12月的禁炮殡改工作，将
该县城乡综合整治活动推向高潮。为确保工
作顺利推进，该县成立了县、街道、社区三级
联动禁炮殡改机制：县政府组织专门班子统
一指挥调度，街道负总责，社区抓落实，工作
运行“一竿子插到底”。不到3个月时间，该县
签订了“禁炮殡改承诺书”逾20万份，出动宣
传车辆100多辆，社区聘请禁炮殡改信息员、
劝导员 5000 多名，城区张贴宣传标语逾
10000幅，禁炮殡改宣传家喻户晓。

为确保2018年春节禁炮一举成功，各
部门悉数参与并使出浑身解数。邵东县委
宣传部干部带着禁炮殡改手册深入社区宣
讲；县安监局取缔了城区所有烟花爆竹门
店；各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主题宣讲活
动；数千名机关干部上街值勤。春节期间，
邵东县城大街小巷没有烟花燃放的痕迹，
只有干部巡查的身影。

深入神经末梢的宣传和务实推进的工
作作风换来了禁炮殡改的阶段性胜利。
2018年春节期间，邵东县城区做到了一炮
未响，一派祥和。

（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邓星照
魏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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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7 日下午，家住武冈
市的沈先生在某4S店等价置换拿到了
一款同品牌的新车，喜悦之情难以言
表。他握住执法人员的手，再三表示感
谢。至此，这起长达 1 个多月的汽车消
费纠纷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2 月 28 日上午，市工商局直属（经
开）分局接到市12315投诉中心转办的
投诉，消费者沈先生于2017年10月20

日在某4S店购买一辆价值11.6万元的
新车，行驶不到 3000 公里便出现发动
机无故熄火现象，差点出现交通事故。
4S店维修了两次也未能解决问题。第三
次出现无故熄火问题后，沈先生找到4S
店后，4S店迟迟未予答复。

市工商局直属（经开）分局接到投
诉后，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沈先生和该4S
店负责人，全面调查了解情况。得知沈先

生来自农村，又是贷款买
的车，非常着急，该局工作
人员一边安抚好沈先生的
情绪，一边积极依据《产品
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

任规定》等法律法规向4S店耐心解说。
考虑到该车无故熄火，经过两次维修没
有维修好且没有找到问题原因，为避免
发生安全事故，工商人员建议更换新车。
工作人员连续几天加班加点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3月
7日，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4S店同意
等价置换一台新车，沈先生露出了满意
的笑容。（刘 波 陈胤君 林 涛）

新车数次无故熄火惹纠纷 工商人员依法维权终调解

消费者成功等价置换一台新车

本报讯 3月10日，2018湖南
中线护鸟飞行动在隆回举行启动
仪式。

此次全省护鸟飞行动由省林
业厅主办，启动仪式在候鸟迁飞北
线（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的东洞
庭湖、东线（炎陵—桂东）的桂东
县、中线（隆回—新化—新邵—新
宁—城步）的隆回县、南线（监武—
蓝山）的蓝山县同时启动。全省护
鸟飞行动从 3 月 10 日开始至 5 月
10日结束。

候鸟迁飞季节，隆回县将对候

鸟繁殖地、越冬地、迁飞停歇地、迁
徙通道和集群活动区进行野外巡
护宣传活动，开展打击破坏鸟类资
源的违法行为。

启动仪式上，1000 余名市民
和护鸟志愿者在爱鸟护鸟签名墙
上签名。大家纷纷表示要做保护生
态践行者，不捕鸟、不打鸟、不食
鸟，做爱鸟护鸟者，通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使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
心，使人与鸟类和谐共存。

（杨贵新 曾祥云 伍玉华
袁桂梅）

鸟在天上飞翔 我在地上护航

2018湖南中线护鸟飞行动在隆回启动

本报讯 3月9日召开的全市科技局长会议吹响了
我市科技创新进军号：今年我市将主动衔接省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落户邵阳，启动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申
报工作和市级“星创天地”认定工作。

2017年，我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多项科技工作取
得历史性突破：争取部省科技项目立项资金超过6000万
元；省级和国家级“星创天地”总数排名全省第一；全市
39家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隆回工业集中区获批
我市首家省级高新技术园区。全年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我市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工作
再上新台阶。着力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建设，主动衔接省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落户邵阳，积极培育和争取部省重大科
技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立项，开展科技创新平台专
题调研，引导支持组建一批市级、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0家以
上，启动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申报工作，申请认定
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聚焦科技精准扶贫，大
力发展中药材种植、特种养殖等产业，启动并做好科技扶
贫专家服务团工作。积极跟进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做好国家和省级“星创天地”的培育和创建工作，启动市
级“星创天地”认定工作。深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组织实
施一批成果转化项目，加快技术市场建设，开展科学技术
奖励工作。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力争全年发明专利申
请量、拥有量和专利总量增长15%以上。

（贺旭艳 易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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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农村
劳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满足企业和各类
单位用工需求，3月9日上午，邵阳
市妇联联合邵阳经开区管委会、市
人社局、市扶贫办、市总工会、团市
委等部门在邵阳市文化艺术中心
广场举办大型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市妇联邀请市女
业家协会30多个会员单位参与现
场招聘，巧搭女性就业桥梁，为广

大女性求职者提供月嫂、保洁员、
服务员、导购员、教师等2200余个
工作岗位。当天，招聘会现场达成
就业意向130余人。

活动现场，市妇联还设立专门
的咨询服务台，为现场广大女性提
供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反家暴维
权、“两癌”免费检查、预防新生儿
缺陷等维权和健康知识咨询服务，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0余份。

（朱 杰 杨志芳 刘 婧）

“春风行动”助力妇女创业就业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赵乐际

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

审议 (４版)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４版)

■湖南代表团

举行第五次全体会

议 (４版)

3月9日，市园林处工作人员在邵阳大道红旗渠路段卸载水杉树。红旗渠两岸将栽植600余株水杉大树，打造500余米

长的河岸水杉林带，提升绿化品质。该项目预计一个月内完工。 罗哲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