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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马 剑 敏 通 讯 员 许 力 洲）
7 月16日至17日，市政协副主席肖
益林到洞口县 溪瑶族乡崇阳坪村
开展抓党建促脱贫工作。

肖益林现场调研了崇阳坪村
村级服务平台、有机稻产业扶贫基
地建设等抓党建促脱贫项目，与驻
村帮扶工作队及村“两委”人员进
行了交流。

就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开展

抓党建促脱贫工作，肖益林要求崇
阳坪村党总支按支部设置标准化、
组织生活正常化、管理服务精细
化、工作制度体系化、阵地建设规
范化的要求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全体党员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
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发挥党组织
引领、干部带头、党员示范作用，
把组织活力转化为精准扶贫动
力，确保崇阳坪村完成预定脱贫
攻坚任务。

强化党建引领 助推脱贫攻坚

邵阳日报7月18日讯 （通讯员
高春奇）“王站长真是‘及时雨’，给我
送来的1200元派上大用场了，家里的6
亩早稻打农药莫花自己一分钱，丰收在
望。”7月5日，在邵阳县岩口铺镇如意
村，54岁的贫困户李某说起今年的粮食
生产，感叹不已。

李某提及的王站长名叫王理高，是
岩口铺镇农业站站长，也是如意村的第
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2018年
初，岩口铺镇党委、镇政府在全镇范围
内开展“一企联一村”活动，着手探索实
践社会扶贫。王理高的企业是镇里结
对帮扶的 11 家企业之一，与如意村结
对帮扶，签订了帮扶协议。5月中旬，在
水稻病虫害关键防治期，他按照协议里

“为村里兜底贫困户每人每月补助 50
元”的承诺，为李某一家四口送来半年
的兜底保障补贴，助其适时防治水稻病
虫，夺取农业丰收。这只是该镇“一企
联一村”推动社会扶贫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岩口铺镇精挑细选的 11
家企业加上县企联点帮扶单位，展开的
社会扶贫已惠及全镇 17 个行政村的
348 户贫困户的 1238 人。为实现精细
化帮扶，该镇号召企业激发贫困户的

“内生动力”，变“输血”为“造血”，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这些联村帮扶企业，根
据帮扶村和贫困户实际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帮扶措施：开展智力帮扶，结合企
业特点，在村里举办技能培训班，提高
贫困户就业能力，各村已培训17场次，

培训410人；开展就业帮扶，依据自愿原
则，企业对帮扶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
口提供就业岗位，已为贫困户解决173
个岗位；开展教育帮扶，贫困户适龄子女
考上高中或高等院校的，企业予以资助。

“‘一企联一村’帮扶活动的开展，
为镇里的脱贫攻坚注入了新的力量，既
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提高了贫
困户的获得感，也提升了贫困户脱贫的
信心和决心。”岩口铺镇党委书记彭军
华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帮扶措施，为打
好脱贫攻坚战夯实基础。

一企联一村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邵阳县岩口铺镇社会扶贫显成效

邵阳日报7月18日讯 （记 者
朱 杰 通讯员 王中秋 实习生
赵琦） 7月12日，市安委办通过新闻
媒体，公开曝光了全市在“安全生产强
执法防事故”专项行动中查处的三个
典型案例。

案例一：新宁县富邦石业有限责任
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仍组织生产案

2018年4月11日，市安监局执法
人员到新宁县富邦石业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检查，发现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已
经逾期。该公司在未办理延期手续的
情况下，于2018年3月至4月11日期
间，组织生产花岗岩粗料 2044 立方
米，违法所得共计68120元。

市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二十条规定，对该单位作出处罚：
1.责令停止生产；2.没收违法所得68120
元；3.行政处罚人民币7万元。

案例二：隆回县滩头镇富畅翔采
石场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仍在采矿区
实施爆破作业案

2018年6月22日下午，执法人员
在富畅翔采石场监督检查时，发现该
采石场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6月10日，到期后并未办理延
期手续。该采石场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仍然在采矿区实施爆破作业，且对
爆破出来的石块进行破碎、转运、售
卖，违法所得2.75万元。

市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
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该单位做
出：1.责令停止生产；2.没收违法所得
2.75万元；3.处罚人民币5万元。

案例三：邵东县梨园加油站（社会

出资经营）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
过期案

2018 年 6 月 6 日，执法人员对邵
东县梨园加油站进行监督检查时，发
现该站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有效
期至2017年5月20日，至检查当日发
现，该站主要负责人未通过安全生产
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市安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对该单位作出3 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市安委办曝光三个典型案例

邵 阳 日 报 7 月 18 日 讯
（记者 刘小幸） 7月16日16时，
在市区佘湖桥附近路段，园林工人正
忙着给街道两旁的树木喷洒药物。

随着高温来临，绿化苗木进
入旺盛的生长阶段，同时也是病
虫害滋生繁衍的高峰期。为了及
时遏制病虫害的滋生和蔓延，市
园林部门积极行动，本着“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于近期对
城区园林树木进行病虫害防治。
在治理树木病虫害基础上，市园
林部门还加强修剪、除草作业，以

增强苗木免疫力和抵抗病虫害的
能力。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喷
洒车辆 40 余台次、280 余人次，病
虫害得到了有效消杀与防治。

据了解，此次病虫害防治均采
用高效、低毒、环保的药剂和生物
防治手段，市园林部门在打药前制
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督促附近居
民、行人做好防护措施。市园林处
街道绿化所所长周湘平提醒广大
市民，在遇到园林工人喷洒农药
时，尽量规避，短时间内不要随意
接触树木和草坪。

市园林部门开展城区绿化
树木病虫害防治工作

邵阳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伍洁） 7月18日，全市离退休干部
党建工作推进会暨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书记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行。

去年来，全市新建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115个，总数达到605个，党
组织覆盖率进一步提升。同时，我
市开展创建示范党支部活动，成功
创建省级示范党支部7个、市级示
范党支部30个。

会议要求，今年我市要以创
建示范党支部和“五化”建设为抓
手，不断提高离退休干部党组
织的组织力。各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要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

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入
手，推进支部设置标准化、组织生
活正常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工作
制度体系化、阵地建设规范化。
按照 2018 年完成 40%，2019 年完
成 40%，2020 年完成 20%目标分
三步走，到 2020 年实现所有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全部达到“五化”
建设目标。根据年初确定的目
标，今年全市要创建省级示范党
支部 4 个以上、市级示范党支部
20个以上。

全面推进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邵阳日报7月18日讯 （记 者
陈 星 通讯员 侯赞） 7 月 17 日，
邵东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全市首例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首次采用

“3 名法官+4 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七
人合议庭”的方式审理。全市检察系
统 30 余名代表和 20 余位群众代表参
与庭审旁听。

本案是邵东县检察院诉被告单位
邵东县湘和采石有限公司、被告人俞某
东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16年4月，俞

某东等人出资设立采石公司，俞某东任
该公司法人代表。采石公司租用邵东
县灵官殿镇同乐村三组的申家山，在未
办理林业占用许可证的情况下开采岩
石，占用并破坏林地33.4亩和农用耕地
19.2亩。

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就采石公
司及俞某东占用农用地的主观性和
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充分质证和激烈
辩论，合议庭听取双方的意见，考虑
到俞某东有自首情节且认错态度好，

遂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被告单位
湘和采石公司判处罚金人民币 6 万
元，3 个月内恢复破坏的生态环境。
对被告人俞某东判处有期徒刑 8 个
月，并处罚金 2 万元。被告单位采石
公司和被告人俞某东当庭表示服从
判决，不上诉。

邵东法院此例公益诉讼庭审，符合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宪法
法律的相关规定，对邵阳地区乃至全省
的环境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无证开采违法 破坏生态有罪

邵东法院公邵东法院公开审理开审理全市首例公益诉讼案全市首例公益诉讼案

邵阳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易武） 7 月 12
日，新宁县崀山镇连山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邱玉田不顾
自身安危，勇救落水村民，其见义勇
为的事迹在村里传开。

7 月 12 日零时 40 分，邱玉田
还在宿舍里整理扶贫资料，急促的
脚步声和焦急的呼救声打破了午夜
的宁静。附近村民焦急地敲打邱玉
田的房门，向他报告有村民落水。
邱玉田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现场。

河堤上站着两名村民，但因夜
黑水深，河堤高险，不敢下水营
救。邱玉田打着电筒，看到对面河
堤边，一名老人紧抓着一根树枝在
呼救。邱玉田看到情况紧急，衣服

都未脱，直接跳入水中展开营救。
由于水流很急，邱玉田游了5分钟
才游到落水老人身边，抓住对方
的手，慢慢地往浅水区走。到了浅
水区，邱玉田背着落水老人绕了
300多米才上了岸。随后，他陪同
落水老人来到村卫生室检查，确认
对方无大碍后，将老人送回家。

据悉，落水者为双江村村民杨
贺良，今年58岁，年轻时给别人砌屋
时不慎坠下，导致双目几乎失明。7
月11日他来到连山村走亲戚，在回
家的途中不慎掉入河中。

邱玉田是市委宣传部干部，今
年3月29日，担任驻新宁县崀山镇
连山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村第一
书记。

驻村干部勇救落水村民

邵阳日报 7月 18 日讯 （记者
袁枫 通讯员 郭巧艳 陈 素 云
实 习 生 崔 雅 泓） 7 月 7 日，市
燃气总公司组织100余名党员志愿者
进入宝庆御园、江北明珠、水映名城等
小区开展安全生产服务活动。

今年6月是全国第17个安全生产

月，为进一步增强燃气安全生产意识，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市燃气总公司围
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这一主题，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为了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出实
招，该公司积极开展“六个一”活动，即
针对燃气用户，开展一次安全发展主

题宣讲活动；面向社会，开展一次用气
安全和自救互救宣传活动；针对全体
员工开展一次警示教育、事故案列分
析教育和安全知识考试；组织专门技
术力量深入社区、燃气管网、在建工程
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隐患
及时整改，建立台账，动态销号；组织
青年职工开展“关爱生命，关注安全”
演讲比赛，寓教于乐强化安全意识；7
月末还将针对燃气应急抢险抢修，提
高协同作战能力，组织一次安全生产
应急和消防演练。

市燃气总公司
“安全生产月”活动出实招

7月17日晚7时30分，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三湘群星奖”邵阳选
拔赛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18个本土原创节目竞相登台，为观众送
上了一道乡土韵味浓厚的文化大餐。据悉，此次选拔出的优秀作品
将代表邵阳市参加第六届湖南省艺术节。图为花鼓小戏《稀泥巴也能
扶上墙》演出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摄

7月份以来，双清

区龙须塘街道开展

“安全生产强执法防

事故”专项行动，对辖

区2家加油站、3家液

化气门店、9家规模企

业进行安全生产大检

查，查出各类安全生

产隐患26处，整改到

位26处。图为7月17

日该街道安监站和派

出所工作人员在一家

加油站进行安全生产

检查。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罗喜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