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刘小幸
实习生 刘益嘉） 7月10日下午，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9次主任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胡民主，副主任蒋耀华、
刘德胜、赵为济，秘书长禹志加参加。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听取和审议了市
人民政府关于公务员招录工作情况报告；三
审《邵阳市城市绿化条例（草案）》；听取了关

于2018年重点处理建议有关情况汇报。
截至目前，2018年共收到代表建议156

件，其中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收到
140 件，闭会期间收到16件。这156 件代表
建议，归口民侨外委联系督办的5件、内司
委22件、财经委48件、教科文卫委21件、农
业委16件、城环委33件、法制委1件、联工
委9件、办公室1件。本次各专门委员会报
送作为本年度重点处理的建议共11件，其

中：民侨外委2件、内司委2件、财经委1件、
教科文卫委3件、农业委2件、城环委1件。

会议指出，通过重点督办，一方面切实解
决一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另一方面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推动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整体取得新进展。市人大常委
会将继续加大督办力度，通过现场督办、满意
度测评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对建议办
理情况进行重点督办。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主动与市政府及相
关承办单位沟通，加强跟踪督办，积极帮助协
调解决建议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不断提高代表建议的落实率。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9次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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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7月 9日讯 （记者 兰绍
华 通讯员 阳望春 黄开榜） 6月27
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城步苗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加强湘桂边界生态
环境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城步
推行“五联”机制，致力打造秀美湘桂边界
取得的又一成果。

城步与广西龙胜、资源等县山水相

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近年
来，为打造秀美湘桂边界，加快脱贫攻坚
和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程，城步
与龙胜、资源等省际边界县，大力推行产
业联发、交通联建、旅游联推、生态联护、
民族联欢“五联”机制。

江底乡是龙胜有名的辣椒之乡。
2017 年，城步汀坪乡从江底乡引进韩国
辣椒，在高桥、杨梅等8个村试种1200多

亩，江底乡负责技术支持与产品销售。仅
此一项，为汀坪乡贫困群众增收 2200 万
元。近年来，城步、龙胜、资源三县相邻的
乡镇共同解决资金、技术、土地流转、市
场销售等难题，联合发展奶业、苗香梨、
红茄、辣椒、百香果等特色产业，边界乡
镇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等产业
发展格局。

(下转二版①)

“五联”机制打造秀美湘桂边界

6月26日， 张先生12时匆匆赶到市
工商局直属（经开）分局注册登记窗口办理
业务。原本以为要吃“闭门羹”的他，半个小
时后便顺利地办好了业务。窗口办件效率
之高，服务之好，让他赞不绝口。

在市工商局直属（经开）分局注册登
记窗口，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温馨。
该窗口正以文明服务为手段、便民高效为
目标，畅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3月起，市工商局直属（经开）分
局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先后公布两批
共 49 项事项清单，占注册登记窗口登记
事项的98%以上，其中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及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网络登记，可实现一
次都不用跑，其余事项只要资料准备齐全
可即时办结。

为方便群众办事，该局
通过多种途径贴心解答群

众感到最困惑的资料准备的问题：安排专
人做好电话咨询、现场告知服务；在大厅导
办电脑上保存登记事项资料及资料样板，
方便现场查阅；创建服务在线QQ群，进行
一对一解答，方便群众咨询，让群众对业务
全流程了然于胸。 (下转二版②)

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朱碧霞 罗 姣 实习生 向芳容

邵阳日报7月 11日讯
（记者 袁 光 宇 通讯员
周盖雄 李丹枝） 7 月 10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田立文到我市
调研，重点就执行工作进行
现场督导。他要求，在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关键时期，干警
们一定要奋发有为，在最后
关头能冲得上、打得赢、拿得
下，坚决如期打赢“决胜执行
难战役”。

在现场调研和听取汇报
后，田立文对我市两级法院
前段时间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田立
文要求，一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把法院工作置于党的领
导之下。二要为大局服务、为
民司法。要自觉地将法院工

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履职
尽责，主动服务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要突出重点，扎实开
展好扫黑除恶、执行攻坚、涉
诉信访等工作，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三要深入推进司法体
制改革。要严格按照中央、省
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决策部
署，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
改革主体责任，确保改革政
策落地见效。四要认真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要
求。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抓
好班子，带好队伍，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的要求，同时严
格自律，管好家属、子女，做
廉洁司法的表率，始终确保
法院队伍对党忠诚、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

田立文来邵阳调研

坚决如期打赢“决胜执行难战役”

邵阳日报 7月 11 日讯
（记 者 刘 波 通 讯 员
罗文明 实习生 向芳容
李杨杨） 7日9日至10日，
副省长陈飞在邵调研高速公
路拥堵和事故多发路段整治
工作。

陈飞一行先后前往沪
昆高速公路雪峰山隧道、畔
上隧道东出口和二广高速
公路梽木山枢纽互通等地
进行调研，并在省高速公路
总公司邵阳管理处主持召
开座谈会。

陈飞指出，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交通领域各项工作，不
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
性，以新时代标准开展治拥堵
防事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
能力，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交通出行需求。

陈飞强调，要强化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认真分析
每起事故发生原因，及时提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消除不安全
因素。节假日拥堵路段，要从技术、管理、增加通行路段等方
面着手解决问题。相关各部门单位要密切协作，提升道路管
控能力，降低事故发生率，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
强公路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和休息区建设，加强高速公路信
息化、智能化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强化高速公路管
理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不断提高依法治理交通能力，确保
人民群众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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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7月 10 日讯 （记者
袁 枫 通讯员 伍 平 实习生
崔雅泓） 7月10日，继长沙、常德、张
家界之后，我市“互联网+智慧工地”
指挥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市步入
全省“互联网+智慧工地”先进行列。

该指挥中心由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筹资建设。通过“互联网+智慧工
地”系统，指挥中心可以对工地的施
工状况及车辆人员的出入、PM2.5、

PM10、工地噪音、塔式起重机及施
工升降机实时运行情况、施工现场
重大危险源进行实时监测并上传各
种数据，不仅保障了建筑工程质量
日常安全监督管理的质量，同时也
大大减少了数据采集工作的随意性
和盲目性，可有效预防全市建筑工
地安全事故的发生，为我市建筑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信息化工作打开了
新的局面。

我市步入全省“互联网+智慧工地”先进行列

7 月 11 日，奋战在

高温下的劳动者头顶

烈 日 ，坚 守 在 工 作 岗

位。图为当日在市区财

神路和宝庆东路交会

路口，市供电公司职工

杨 邵 斌（右）和 秦 滨

（左）顶着烈日进行带

电作业。

记 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刘元辉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 7 月 9 日讯
（通讯员 刘 飞 吴智睿）
7月4日，接到省第二环保督
察组交办的邵阳县天子湖国
家湿地公园内企业污染环境
的信访件后，邵阳县委县政
府立即组织环保局、经科信
局等部门执法人员进行现场
查办处置。

调查发现，天子湖国家湿
地公园内华鑫塑料编织袋加
工厂在没有经过环保部门行
政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
设并投入生产，产生的废气未
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废弃矿
物油露天存放，没有进行防渗

处理，并在厂区外露天私自焚
烧边角废料和生活垃圾。执法
人员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生
产，并对厂区进行断水断电处
理，要求企业对厂区周边环境
进行修复。

今年以来，邵阳县以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
线，全面推进网格化监管和

“双随机”抽查工作制度，进
一步完善日常监管动态信息
库，全县环境监管水平得到
全面提升。上半年该县共抽
查企业84家，办理环境违法
案件 4 起，严厉地震慑和打
击了违法排污企业。

邵阳县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有喜事，唱支山歌添喜庆；有烦恼，
唱支山歌排忧愁。7月6日，城步苗族自
治县长安营镇长坪村，肖伍捌、常代云
等4位村民农忙之后闲下来，在风雨桥
偶遇。聊着聊着，他们便唱了起来：“姊
妹相逢来相会，唱支山歌把心开……”

常代云说，六月六山歌节在县里省
里甚至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了，他们纷纷
大胆亮出自己的绝活，敞开喉咙大声歌
唱。村里的田间地头，经常会传来歌声。
人们偶尔哼几句唱几段，或自娱自乐，
或对唱比拼。

肖伍捌说，苗乡人民自古以来爱唱
歌，是有典故的。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

横岭峒（今长安营镇）大寨村的侗族领袖蒙
能联合广西龙胜蒙顾峒的侗、苗同胞揭竿
起义，反抗明朝的腐朽统治。天顺四年
（1460年）农历六月初六，起义军以唱山歌
的形式激励将士奋勇战斗并大获全胜。为
了纪念起义军的壮举，横岭峒的各族同胞
修建了天王庙。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苗乡
侗寨瑶山，遍地都是歌声。于是，年复一年，
便约定俗成地把六月初六定为“山歌节”。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演化，现在，六
月六山歌节已经成为一次集山歌演唱、
文化娱乐、民族文化研讨、学术交流及
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盛会，更成为湘西南
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苗乡人民爱唱歌
——预热六月六山歌节①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彭贤良 阳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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