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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随后又召开全市一、二级建筑企业负

责人以及市本级在建工程项目建设、施
工、监理三方责任主体600余人参加的市
城区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推进会，再次
严明各参建方主体责任，进一步强调履责
担当意识，要求各单位不断狠抓施工扬尘
治理工作，持续推进建设工地扬尘治理管
控全覆盖，措施全到位，水平持续提升。与
此同时，结合我市建筑工地实际情况，先
后出台《全市建筑行业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工作方案》《邵阳市建设工程创建“平安文
明工地”活动实施意见》和《邵阳市住建局
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实施方案》等文件，明
确细化扬尘防治措施、标准和参建各方主
体责任，为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制度保障。

分级负责，全面实施网格化监管体

系。该局按照“分片管理、分级负责、全面
覆盖、责任到人”的基本原则，实行局党
组成员挂点监管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建
立了“片区、小组、具体工程项目”网格化
监管体系，责任到项目、到工地、到人员、
到时限、到要求，确保每个责任环节都有
人抓、有人管，形成网格化、全覆盖、全天
候、全过程监管的良好局面。截至目前，
市城区所有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地共分为3个片区，均由局党组成员担
任责任领导，质监、安监人员每天坚持监
督检查，局相关科室不间断明察暗访，确
保扬尘防治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在
此基础上，市住建局正在建设“智慧工
地”监督服务平台，在全市所有建筑工地
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和扬尘检测系统，充
分运用这些系统实现实时监管。

铁腕治理，严厉打击扬尘污染行为。

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是一场硬仗，该局以铁
的心肠、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来实行最严
格监管、最严厉处罚、最严肃问责。加强对
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和混凝土罐
车的日常监管，对重视程度不够、工作不
积极、措施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实行跟
踪督办、挂牌督办。对未达到扬尘防治标
准的项目一律责令停工整改，整改不到位
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项目责任人，记入
不良信息“黑名单”，并予以公开曝光。
2018年以来，该局已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112份，停工整改通知书83份，不良行为
告知书39份，上报认定不良行为7起。要
求132个在建工地落实扬尘治理措施，督
办安装扬尘雾炮机138台、安装洒水降尘
设备128处、硬化施工场地面积17万多平
方米、设置车辆出入冲洗槽127个、设置
封闭式围挡8万余米。

本报讯 “片片树叶片片情，党的政
策暖我心，苗乡山多地域广，产业脱贫有
信心”。4 月 12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
镇浆坪村的村民边摘青钱柳茶叶边唱山
歌，脸上流露出喜获丰收的笑容。

村民戴国章向记者介绍说，自从
2014年湖南青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
村里将该村30多亩荒田租来做青钱柳育
苗后，公司聘请他做苗木管理员，从此告
别外出打工的日子，在家里既能照顾年
迈的父母，又能照顾妻儿，每月还有2000

多元收入。2015年初，戴国章将10亩荒山
种上青钱柳，去年获得8000多元纯收入。

记者来到一栋青钱柳茶树包围的房
子前，房主戴庭友正在屋门口采摘茶叶。
戴庭友告诉记者，他种的青钱柳今年预
计可以创收2万余元，加上给青柳源公司
管理苗圃基地的收入，一年总收入3万余
元。“我已经摘去贫困户的帽子，连房子
也翻新了，这全靠党的政策好。”戴庭友
高兴地说。

据了解，现在浆坪村基本上每家都种

上了青钱柳，全村种植面积达1000亩以
上，青钱柳种植已经成为该村脱贫致富的
主要产业。湖南青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戴明泽告诉记者，2017年，公司和
150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订了产业帮
扶协议，今年公司发放青钱柳苗木30余万
株，在城步儒林、丹口、汀坪、长安营、白毛
坪、茅坪、西岩等乡镇新增青钱柳种植3万
余亩。青钱柳，已成为苗乡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好帮手。（伍 洁 戴方财 李红梅）

青钱柳，苗乡脱贫好帮手

本报讯 4 月 10 日，北塔区田江街
道苗儿村，蔬菜基地里各类蔬菜长势喜
人，油茶基地内村民们松土施肥辛勤劳
作着……苗儿村犹如一个美丽动人的少
女，亭亭玉立于资水之畔，散发着无限生
机和活力。

隶属于北塔区田江街道的苗儿村独
具江南水乡韵味，碧绿的资江和秀丽的
苗儿岭将村落围绕。全村3平方公里辖区
内，有500多亩富硒油茶林，3000亩公益
林枝繁叶茂，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后花园。
该村毗邻北塔生态园，是省和谐示范村，
正在申报省级美丽乡村项目。

走进大棚蔬菜基地，各类蔬菜在菜农
们的精心照料下生机盎然。“这200多亩大
棚光租金每年就能为村民创收10多万元，

有些村民种上两个大棚一年就能收益1万
多元。”苗儿村党支部书记谢拉明介绍，为
了壮大产业带动村民致富，村里还发展了
100多亩水产基地和500多亩油茶基地。油
茶基地每年能给村里带来10多万元收入，
而且这个“绿色银行”带来的红利每年都在
递增。“我每年在油茶基地务工能挣到
5000多元工钱，加上平时种点菜卖，生活
越来越好了。”谈到村里发展产业给自己带
来的好处，正在给油茶树松土的贫困户黄
晓云特别高兴，手中的锄头挥得特别轻快。

在苗儿村的青山间，新修的十多公
里林道宛如丝带穿插
其间。“今年我们投资
90多万元修建林道，并
在 道 路 两 旁 栽 种 了

1500多株银杏和红叶石楠。”谢拉明说，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让他备受鼓舞，他正在与有关公司洽谈，
致力于打造一个集观光、旅游、休闲于一
体的农林综合体，把苗儿村建设成为邵
阳乡村旅游新样板。

华灯初上，苗儿村新修的文化广场
上，茶余饭后的村民有的跳起了广场舞，
有的利用健身器材活动筋骨，村里的腰
鼓队也操练了起来。山美水美乡村美，苗
儿村的美，静静地在夜幕下流淌……

（童中涵 李忠华）

乡村振兴路上的幸福“苗儿”
近看北塔区田江街道苗儿村的新变化

本报讯 4月12日，新邵县
召开农村（社区）社会公德主题
教育工作推进会议，要求通过广
泛深入开展社会公德主题教育，
推动移风易俗，引导广大群众进
一步树立文明新风，养成保护环
境的良好习惯，创建和睦的邻里
关系，助推“三城同创”。

该县将以县域统筹推进为
重点，到2018年底，县级及县级
以上文明村镇全部建立红白理
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理事会、
禁毒禁赌协会等村民自治组织

及其章程，制定以移风易俗为主
要内容的村规民约，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到2019年底，实现“四会
一约”行政村全覆盖，结婚彩礼、
婚丧喜庆费用等明显下降，农村
陈规陋习蔓延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到2020年，农村移风易俗基
本实现制度化、常态化，移风易
俗工作与全面建成小康协会协
调发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文
明理事的社会风尚基本形成，移
风易俗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

（李慧兰）

新邵开展社会公德主题教育

本报讯 记者在 4 月 12 日
召开的全市农村客运工作调研
座谈会上了解到，我市力争今明
两年创建一个全国农村客运示
范样板县。

当前全市农村客运企业有
47 家 1499 辆车，另有个体经营
户 1390 人 1565 辆车，平均公司
化运营车辆比例为 48.92%，其
中公司化运营车辆占比最高的
县是隆回县，为86.36%。

为快速推进农村客运示范
样板县创建，市交通部门将针
对当前全市城乡客运一体化进
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农村客
运公交化改造，积极对接相关

大型企业参与邵阳市农村客运
运营，同时引导具备条件的本
地企业参与，按照“县为主体、
一县一公司、公车公营、系统规
划、乡村全通、价格惠民”的原
则，对农村客运县城到中心集
镇路段实行公交全覆盖，中心
集镇到村鼓励公交化，公交末
梢用中短途客运班线补充，确
保今明两年在全市创建一个全
国示范样板县，提升服务品质。
同时加快引导推动每个非示范
样板县市成立一家主体公司，
拓展公交化运营，进而推动全
市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

（刘波 吴军民 石文斌）

我市启动农村客运示范样板县创建工作

本报讯 4 月
14日上午，为期两
天的2018年“体彩
杯”市直文体广新
系统气排球赛开
赛 ，16 支 代 表 队
200 余名运动员纷
纷拿出各自的绝
活，在球场上展开
激烈的角逐。

赛场上，运动
员们身手矫健，尽
情地挥洒运动激
情 。接 球 、传 球 、
扣球、拦网……小
小的排球在运动
员的手中来回穿
梭，一次次精彩的
传球配合、一次次
巧妙的跑位接球、
一次次有力的回
击扣杀，将比赛推
向一个又一个高
潮。比赛场外，各

队的教练员们也是全神贯注
地观看比赛，准备随时进行
战术调整，旁边的拉拉队员
也呐喊助威，喝彩声此起彼
伏、不绝于耳。

本次比赛由市文体广新局
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
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邵阳
分中心协办。

（陈贻贵 肖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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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5 日，大祥
区学院路二期项目施工现场热
火朝天，3台挖掘机正在挖掘路
面土石方，6台渣土车正来回运
输渣土。该项目建设已进入倒
计时阶段，有望在今年6月底竣
工通车。

学院路二期项目是我市重
点工程项目，是南城快线的重要
组成部分，项目工程总投资5.35
亿元。该工程南与邵塘大道对
接，经过湘中幼师高等专科学院
大门，往北下穿沪昆高速公路
桥，与已建学院路对接。项目全
长5.3公里，路幅宽40米。截至4
月 14 日，该工程项目已完成投

资4.6亿元，共完成道路路基、路
面工程 4 公里，雨、污水管道工
程4公里；综合管线管道铺设3
公里、挡土墙工程7500立方米，
完成了边坡防护的处理工程，两
处地下通道施工基本完成；影响
道路的施工杆线全部迁改到位，
跨洛湛铁路桥梁下部结构已施
工完成，雨溪桥梁施工已完成部
分桩基础。

据项目部有关人员介绍，学
院路二期项目计划 5 月底完成
道路路面工程，实现道路通车；6
月底完成跨益湛铁路桥梁、雨溪
桥梁施工，有望实现学院路二期
道路全面竣工通车。（伍 洁）

学院路二期建设快速推进

本报讯 在“世界血友病
日”来临之际，4月14日上午，我
市举行以“分享知识，我们更坚
强”为主题的2018年世界血友病
日关爱活动。近百名邵阳地区血
友病患者及家属参加了关爱活
动。这是 2014 年以来，我市第 5
次举办血友病日爱心公益活动。

据了解，血友病为遗传性凝
血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其共
同特征是活性凝血活酶生成障
碍，凝血时间延长，终身具有轻

微创伤后出血倾向，重症患者没
有明显外伤也可发生“自发性”
出血。邵阳地区理论估值400名
左右的血友病患者。

在当天的活动中，相关部门
负责人与患者及家属就有关残疾
人救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问
题进行了交流，医疗专家现场进
行了血友病医护讲座，“红心林”
志愿者还开展了心理辅导活动。
据了解，邵阳市血友病患者整体关
爱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刘小幸）

关爱血友病患者

4月11日，新邵县畜牧水产局的渔政人员在资江清理非法钓
具。为保护渔业资源，维持渔业生态平衡，该局从3月8日起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护渔宣传，同时重点打击毒鱼、炸鱼和电鱼等非法捕捞
行为，目前已查处电鱼案件2起，收缴电鱼设备3套。

杨敏华 孟基森 摄影报道

4月12日下午，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
党员联合邵阳县塘渡口镇蔡山团村的干部群众
在湿地恢复重建区万家坳山岭，开展“美化湿地、
绿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共栽植红叶石楠、栾树
等1000余株。 罗哲明 肖友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