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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 小 幸
申兴刚 实习生 张思思） 6
月21日下午，邵阳市文体创意产
业协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成立。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金鸢，省文
化厅副巡视员杨仲跃，市领导周
迎春、赵为济、李华和、郭妤等出
席成立大会。

邵阳市文体创意产业协会目
前有96家会员单位，将在发展产
业、规范行为、加强服务等方面促
进全市文体产业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杨金鸢指出，要团结一致，整
合资源，充分提升协会核心竞争
力；要加强交流，为邵阳市文体产
业和事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要
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
展，引导会员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提升服务，维护好广大会员的
合法权益，搭建好各类服务平台，
共同努力把文体创意产业协会建
设成有特色、有影响、有成效的一
流协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春
寄语协会：要当好研究员，认真研
究中央和省市党委、政府出台的
系列政策法规及行业新形势新挑
战；当好参谋员，为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具有战略性、科学性、针
对性的参谋服务；当好服务员，重
点做好行业管理、技术推广、信息
共享、招商引资、活动策划等服务
工作；当好组织员，引导监督会员
单位依法执业、诚信从业。

会议审议通过了《邵阳市文
体创意产业协会章程》及其他事
项，选举产生了首届理事会成员。

邵阳市文体创意产业协会成立
杨金鸢周迎春等出席成立大会

本报讯 （记者 马 剑 敏
通讯员 夏泽彪） 6月20日，邵
阳军分区司令员王如兵率军分区
全体机关干部来到驻村帮扶联点
村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大同村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探望走访结
对扶贫对象。

大同村有65户2989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146户632人，未
脱贫39户142人，是邵阳军分区、
市运管处的驻村帮扶联系点。

王如兵指出，驻村帮扶工作
队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
利用当地优势，改善生产经营方
式，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拓展产
品营销渠道，让老百姓得到更多

的收益。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工
作态度，拿出强有力的担当精
神，发扬军队优良传统，继续加
大力度，着力提升精准扶贫水
平。要积极引导，大力宣传，增
强贫困户自主脱贫意识。要做
到点对点地落实与促进，确保扶
贫村早日脱贫。

当天，邵阳军分区还向大寨
小学学生捐赠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读本》等书籍和
课本。

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助力脱贫攻坚
王如兵到城步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本报讯 （记 者 伍 洁
通讯员 孟思静 实习生 贺勇）
6月19日至21日，省政府妇儿工
委来邵开展妇儿发展规划中期评
估督查，了解我市妇女发展规划
和儿童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以下简称两个规划）贯彻实施情
况，并召开座谈会，就如何更好地
助推两个规划的贯彻实施提出意
见和建议。

近年来我市两个规划得到整
体持续推进，妇女儿童在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法律保
护等领域享有更加广泛的权利，
生存发展环境逐年改善。截至
2017年底，全市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171项定量指标中，有162项已
达标，达标率为94.73%。

座谈会上，督查组对我市妇
儿工委工作和两个规划贯彻实施
工作给予肯定。督查组强调，要
通过制定政策措施、健全组织机
构、落实目标责任、加强督查督办
等方式，不断提高妇女儿童工作
的满意度。要加大对妇女儿童事
业的投入，集中整合各种资源和
力量，为妇女儿童发展提供更多人
力、物力和财力支撑。要发挥妇儿
工委职能优势，严厉打击侵害妇女
儿童权益、妨碍妇女儿童发展的违
法犯罪行为。要完善统计监测，建
立健全性别统计工作，为促进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6月19日至20日，督查组还
分别到武冈市和洞口县实地督查
了解工作情况。

省政府妇儿工委来邵督查

本报讯（记者 宁煜 通讯员
贺婷 徐扬帆） 6月19日晚，市
区下起了瓢泼大雨，强降雨一直
延续到20日10时才渐渐停歇，这
给参加中考的考生和送考家长造
成了极大的麻烦。

为充分发挥省级文明单位
的先锋模范作用，结合地处中
考考点附近的情况，6 月 20 日
—22 日，市商务局组织局志愿
服务队员 20 余人开展“情暖六
月，助力中考”志愿服务活动。
他们在单位门口设立了“中考
爱心休憩点”，提供桌椅、茶水、
纸巾、扇子、报纸等贴心服务，
便于考生家长放松休息，相互

交流。
20 日早晨，在暴雨的影响

下，邵水西路发生严重的车辆、
人员拥堵，部分对市区路况不
熟悉的县区考生甚至走错了考
场。市商务局的志愿者们撑着
伞站在路边，为孩子们指路，
引导陪考家长们到休息室休息
等候。

据了解，市商务局志愿服务
队自成立以来，建立了志愿服
务常态机制，每年均制定志愿
服务活动计划方案，根据市文
明办等有关部门的要求和商务
工作的特点，持续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一场暴雨带给中考考生诸多不便

市商务局志愿服务情暖考生

6月14日至15日，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组织市级社会组织的党员骨干来到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
议旧址，开展“追寻红色记忆 熔铸民族之魂”主题党日活动。图为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 记者 贺旭艳 摄

“一个班上有六七十名学生，最后一
排学生紧挨着教室后面的墙坐，看黑板上
的字很费劲；老师讲课都需要用小喇叭，
不然后面的学生听不见……”这是2017
年之前长沙市某小学上课时的普遍现
象。2017年9月新的开学季后，该校学生
家长们欣喜地发现，班级学生人数大为减
少，都不禁感慨：“终于不用再人挤人，孩
子可以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读书了。”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让每个孩
子都享有公平高质的教育是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曾几何时，大班额问题
是教育管理者心中的结，解决大班额问
题，给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出了一张高难度
的“考卷”。如今，这一问题被搬上了全国

“两会”的会议桌，写进了湖南省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如何让大班额彻底消肿、完美

“瘦身”？且看湖南如何“答卷”。

看准问题，点中穴位

要解决问题，首先得发现问题，再抽
丝剥茧、找准症结，才能有的放矢。湖南
在解决大班额问题上正是这样做的。一
方面，向内求，抓住大班额现象产生的根
源，摈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象性

“疗法”，从城镇化进程、户籍制度改革、教
育资源不均衡、教育需求改变、教育用地
配套经费短缺等方面综合地、整体地思考
症结所在，可谓是打中了大班额问题的

“七寸”。另一方面，向外求，开展大班额化
解情况的实践大调研。湖南省教育厅调研
组在永州市、新化县等地就义务教育“大班
额”化解情况进行调研时，通过看规划、进
班级、听介绍，实地查看各地大班额现状，
详细了解制约大班额化解的主要瓶颈。长
沙、株洲、益阳、新化、邵阳等市州各相关部
门也先后开展了消除大班额的走访调研，
召开座谈会和现场办公会，找症结、谋良
策，思细节、定方案，力争使“关注每一个学
生，办好每一所学校”落在实处。

顶层设计，精绘“图”“表”

俗话说：“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
得。”要想解决好问题、制定好政策、完
善好举措，宏观谋划是前提。湖南始终
把教育事业发展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
来抓，注重抓谋划。如湖南 2017 年政
府工作报告把消除大班额作为12件重
点民生实事之一来抓。又如，根据《国
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
湖南在结合本省实际的基础上，出台了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
意见》，明确提出要基本消除大班额。再
如，2017年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下发《关于开展消除大班额专项行动
的通知》，明确了在全省开展消除大班额

专项行动的目标任务； 2018年3月在
永州召开的湖南省消除义务教育大班
额工作推进会上，要求确保2018年基本
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长沙、株洲、衡
阳、湘潭、常德完全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
额，2020年全省完全消除大班额。各市
州、县市区也纷纷制订消除大班额专项
规划，铺开时间表、画好路线图、签订责
任状，迎难而上，全力为大班额减负。

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千条万条，不落实都是白条。办成实
事，抓落实是关键。教育资源不均衡是我
省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的根本原因，面对化
解大班额“考试”，我省在时间紧、任务重
的困境中奋力“作答”，用智慧做“加减
法”，求解教育均衡发展中的“人”“地”

“钱”难题，向统筹要效益，向落实要效果。
一是配齐场地，建好配套学校。依法

落实《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条例》，
坚持教育用地规划优先，教育发展与城镇
建设同步，城镇扩容到哪里，新学校就建
设到哪里；老城区改造到哪里，学校就改
扩建到哪里。不仅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有
学上”，还要“上好学”。 （下转三版）

一切为了孩子
——湖南如何化解大班额

本报讯（记者 宁煜 通讯员
蒋岳峰 实习生 赵琦） 6 月 21
日，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
赛邵阳市选拔赛圆满结束，经过激烈
角逐，15支参赛团队从35支参赛队
伍中脱颖而出，晋级全市总决赛。
其中，创业组有邵阳市黑宝石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等 9 个团队入选，创
新组有湖南小快智造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等 4 个团队入选，专项组有
绥宁县湘韵商贸有限公司等2个团
队入选。

此次专项赛不少参赛项目不
仅有创新意识，也极具投资价值。
绥宁县湘韵商贸有限公司带来的

“百里农村电商”项目，得到了在场
专家的一致好评。该团队秉持“一
人一特色，一品牌一内容”的电商
理念，打造“互联网+特色农产品+
精准合作农户+绿色基地”的产业
模式，引领村民脱贫致富。

据悉，选拔出来的15个参赛团队
将逐鹿全市总决赛，脱颖而出的5个团
队将代表我市赴长沙参加全省比赛。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邵阳市选拔赛落幕

15组创客逐鹿全市总决赛

本报讯（记 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韬） 6月13日至15日，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在邵阳学院七里坪校区举办为期 3
天的食品药品监管业务培训。这是我市
进一步夯实监管功底，严守食品药品安全
的具体体现。

为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断强化监管意识，
提升监管业务水平，取得了明显成效。
今年上半年，全市食药监系统共检查“四
品一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28866 家
次，下达责令改正文书 1962 份。已办结
案件45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57.3%，涉案
货值金额 105.24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32.59 万元，责令停产停业 14 家，移送司
法机关案件7起，严厉打击了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领域的违法行为。在监督抽检方
面，上半年共完成药品监督抽样检验103
批次，合格率为91.26%；食品监督抽样检
验145批次，合格率为97.24%。完成核查
处置 12 批次不合格食品，处置率、完成
率、公开率均为100%。市食药监局负责
人称，接下来他们将会加大日常巡查频
次，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继续加大食品药
品违法犯罪打击力度。

我市强化监管

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6月14日上午，湖南“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活动走进邵阳县白仓
镇观竹小学，为该校捐赠了篮球架、乒乓球台、足球、羽毛球球拍等一批体
育器材。图为工作人员给孩子们发放跳绳。 记者 陈贻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