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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每逢月底，纳税人杨丽萍都会来到

隆回县地税局纳税服务中心办理纳税
业务。“今年2月的一天，我急着办理银
行账户变更手续。由于来得比较晚，窗
口工作人员为帮我一次性办结，推迟下
班时间，一直忙到下午6时许。”已经跟
办税窗口人员打了近 10 年交道的她，
说起这里的服务就赞不绝口。

“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纳税人，因
为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会有点情绪。”该
中心办税员曾琼说，碰到这种情况，中
心工作人员通常会微笑着安抚纳税人
的情绪，告诉他们就算延迟下班时间，
也会为他们办理完业务。

在日常工作中，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为客户服务，对这群“娘子军”来说已是家
常便饭。尤其是税款征收期，办税柜台常常
被前来办理业务的纳税户围得水泄不通，
即使到了下班时间，依然门庭若市。去年11
月，正值年底税款入库等业务的办理高峰
期，考虑到大厅人手严重不够，办税员肖娟
休产假还不足2个月，便提前销假赶回来
帮忙。“我们是一个团队，有困难，我们就应
该力所能及地分担。”肖娟说。

纳税服务中心不仅是展现税务工
作者精神面貌的直接窗口，更是服务纳
税人、提升纳税人满意度的主要阵地。
多年来，地税“娘子军”以女性特有的细
心与温情，急纳税人之所急，想纳税人

之所想，在点滴中温馨服务，在细致处
传递真情。她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句
问候，都将温暖根植到了纳税人心里。

“手走千针线，不断半根纱”，该纳税服
务中心成立以来办理业务超过千万笔，
连续11年实现“零差错、零投诉”，先后
获全省“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单位”“五星
级办税服务厅”和全国“芙蓉标兵岗”

“巾帼文明岗”等荣誉。
“办税人的工作虽然枯燥，但我们

办税厅工作人员都能做到任劳任怨，主
动为纳税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隆回
县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龙庆安表示，
希望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构建一个
和谐的征纳关系。

4 月 29 日，市残联举办的 2018 年残疾人 SYB 创业培训班正式开
班，80余名残疾人参加为期10天的培训。图为特邀资深创业培训讲师
在授课。 记者 杨敏华 摄

本报讯 5 月 3 日，邵阳军分
区在邵阳学院七里坪校区举行我
市 2018 年大学生征兵启动仪式，
号召全市广大高校学子主动担当
起时代重任，携笔从戎，报效国家，
成为一名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
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征
兵领导小组组长蔡典维，邵阳军分
区司令员王如兵、邵阳学院党委书
记陈晓飞、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李小平等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退役复学大学生
代表畅谈了参军入伍的亲身体会，
向广大高校学子发出参军入伍倡
议。军分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

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征兵宣传
手册等形式，向大学生们详细介绍
了征兵流程、征集对象、征兵条件、
大学生优惠政策等相关政策。并对
学生们提出的热点问题进行详细
解答。启动仪式后，同学们纷纷在

“携笔从戎终不悔，参军报国最光
荣”条幅上签名立志。

我市是兵员大市，市委、市政
府历年来高度重视征兵工作，各级
兵役机关把征集高素质兵员作为
一项神圣职责，科学筹划、精心组
织，高标准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征兵
任务。据了解，去年我市大学生征
集比例达到了44.3%，创历史新高。

（马剑敏 夏泽彪）

我市启动2018年大学生征兵工作
蔡典维等参加启动仪式

4月25日清晨，天空飘着些毛毛细
雨。我再次来到隆回县荷香桥镇建桥
村老宋家，这是我今年第六次到他家
走访了。

车一停在老宋家门口，邻居家的小
黑狗摇摆着尾巴迎了上来。老宋站在门
口一边招呼“龙站长，你们来了啊”，一
边忙着进屋搬凳子。坐下后，我拿出隆
回县委县政府专门印发的《“转作风、摸
实情、抓整改、促提升”脱贫攻坚专项活
动工作日志》，翻开4月24日的会议记
录，向老宋介绍起省扶贫工作暨作风建
设年动员大会的盛况和相关精神来：

“省委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全面部
署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
抓扶贫。昨天的会议一直开到了村一
级，全省各级干部近 5 万人参加会议，
这可是近五年来省委召开的规模最大
的一次会议呢……”老宋听得很认真，
听我讲完后，他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
把我们贫困百姓放在了心坎上！”

老宋大名宋汉民，今年 53 岁，因
一次交通事故致右腿残疾、右眼失明，
不能正常劳动。他有一儿一女，女儿已
出嫁。其妻刘秀梅，现年 47 岁，以前靠
种水稻和玉米、喂养鸡鸭、打零工贴补
家用。县委组织部、县五里公路超限检
测站联合驻村帮扶后，工作队的同志
将刘秀梅安置在环境清扫公益岗位工
作，每月工资 1200 元，儿子宋佳伟也
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到镇电视台干起
了水电维护工，全家生活逐步好转。

原路返回村部，驻村工作队员龙
建明提议去看看村里的产业基地——
兴建中的养牛场和光伏发电项目。车
开进了一条刚刚铺就碎石路面的通组
公路，抬头远眺，只见山峦叠嶂景如
画、一抹红霞天际开。一到山顶，龙建
明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指着已经平整
好的两个空坪对我们说，“左边是以农
户+合作社+公司模式建设的养牛场，
与马氏牧业合作，拟养殖肉牛1000头，

现已发动村民种植牧草近300亩；右边
是 70 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由村民入
股、政府向贫困户发放贴息贷款建
设”。我问龙建明驻村扶贫一年多来的
感受如何，他说：“很累，但也觉得很有
成就感”。我嘱咐道：“扶贫工作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一定要用心、用情，要把
所联系的扶贫村当成自己的家乡、把
贫困对象当成自己的亲人，尽心尽力
把工作做细、做实，向党和人民交上满
意的答卷。”

时近中午，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辞
别后准备启程回单位。路过屺石水库，
只见水库里成群结队的鸭子在水面上
游弋，不时扑腾着翅膀在水面上追逐跳
跃着……

再访“穷亲”
龙艳科

本报讯 5 月 3 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赵为济率队到大祥区
检查《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
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并就化解大班额问题进
行调研。

执法检查组先后到大祥一中、
三八亭小学、城南小学等学校，通
过实地查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对
大祥区贯彻实施《条例》情况和化
解大班额问题进行详细了解。大祥
区所辖初中6所，小学42所。全区
大班额（56人以上）班级330个，占
比57.5%；超大班额（66人以上）班

级 234 个，占比 40.8%。今年，大祥
区计划整体收购华夏方圆小学，以
分流百春园小学、城南小学生源；
完成第一实验小学一期工程项目、
六岭小学改造提质项目。

执法检查组对当前大祥区贯
彻实施《条例》和着力解决大班额
问题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要求各
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
同担负起培育下一代的责任，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要统
筹规划，制定出合理、长效、切实可
行的措施，依法依规推动大班额问
题的化解。 （刘小幸）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 5月3日，副市长蒋志
刚调度城市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时要求，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传导责任压力，确保打赢打好城
市棚改和农村危改两场硬仗。

今年是我市棚改和危改工作
决胜攻坚年，全市需改造城市棚户
区 22553 户，其中市本级需改造
3712 户；需改造国有工矿企业棚
户区624套；另外根据省政府提前
下达我市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测算，今年全市预计需完成
农村危改任务7340户。

蒋志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
任感，坚持问题导向，倒排时间表，
确保如期完成任务；要全面加强质
量安全监管，着力补齐工作短板，
严肃查处各类违法乱纪行为；要严
格督查问责，全面抓好工作落地落
实，确保把这两项最基础的民生工
程办好办实。 （袁 枫）

今年全市将完成棚改危改3万余户

本报讯 4月26日，在我市召开的
全省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市水利局作
典型发言。该局以平台建设引领水保事
业可持续发展成效显著，其先进经验受
到推荐。

近年来，市水利局大力实施“科技
兴水”战略，以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为平台，拓展水土保持新技术，带动和
指导全市水土保持工作上台阶。近 5
年，共指导全市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
目 26 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5 平方
公里。该示范园优化资源配置，依托市
场化手段，通过试种经果林、水保林，
带动原来“沉睡”的乡村园林工程经

济，“激活”附近村民流转土地上千亩，
依托园林走入市场，形成水保园林经
济产业带，年产值近千万元，带动了周
边群众致富。去年 2 月，市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水保科技
示范园，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同年 10
月，又获我省第14批省级水利风景区，
是该批次全省唯一一家“水保型”水利
风景区。
（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尹华增）

平台建设引领 带动“沉睡”乡村

4月20日上午，在衡阳市举
行的湖南省中学生防震减灾知
识大赛（东部赛区）中，邵东一中
学子们经过三个环节奋力角逐，
最终获得高中组一等奖，并将代

表邵阳参加全省中学生防震减
灾知识大赛总决赛。

本次比赛由省地震局、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省科协联合举
办。 （陈贻贵 李 阳）

全省防震减灾知识竞赛邵东一中获佳绩

本报讯 4月23日，市总工
会到双清区石桥街道立新社区
开展送文艺进社区活动。

本次文艺进社区活动结合
禁毒、反邪教等宣传教育活动，
将毒品、禁毒常识、邪教危害等
内容融入精彩的文艺节目中，寓

教于乐，让职工群众在掌声、欢
呼声中潜移默化接受禁毒和反
邪教宣传。当天，市总工会工作
人员还在社区发放禁毒、反邪教
宣传资料500多份。

（刘小幸
唐怡桂）

市总工会送文艺进社区

寓教于乐开展禁毒反邪教宣传

本报讯 5 月 2 日，记者从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了解到，自今年
1月24日启动的2018年安全生产“打非
治违”百日行动，有效震慑了非法违法
行为。

“打非治违”百日行动期间，该支队
结合春运工作和“隐患清零”行动，坚持

“打非”与“治违”两手抓，严厉打击各类
道路运输非法违法行为。支队锁定“非法
从事道路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客运经营
的行为”等共17类道路运输领域违法违
规行为，紧盯市区火车站、汽车站、渡口
码头等重点客运站场，高速公路南互通、
学校、医院等人流密集区域，宝庆路、西

湖路、邵阳大道等重点路段区域，聚焦法
定节假日、学生上放学和职工上下班等
高峰时段，整合所有执法力量，采取蹲
点值守、机动巡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开
展整治行动。截至4月30日，全市共出
动执法人员15721人次，立案查处违法
违规案件1689件，报请公安机关行政拘
留3人，有力维护了全市道路运输市场
秩序。 （刘 波 凌志华 刘 铭）

道路运输行业“打非治违”百日行动成效显著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1689 件

简简 讯讯

5月2日，市特
殊学校老师、“宝庆
竹刻”传承人张宗
凡正在指导两位徒
弟进行雕刻。在我
省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表彰劳模
和优秀工匠大会
上，市宝庆竹刻研
究所职工石建华
（左一）、罗练成（右
一）均获得湖南省

“湘字号”优秀工匠
荣誉称号和“湖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
同时，石建华还荣
获“湖南省技术能
手”称号。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