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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宁如娟）今天下午，全市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总结全市“四经普”前期
工作，就下阶段工作进行详细安
排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
典维，市政协副主席邓联日出席
会议。

按照国务院部署，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从今年开始，历时 3
年。从我市范围来看，普查对象为
我市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人经营户。3月份以来，
我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从组
建普查机构、明确成员单位职责
分工、加强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
开展市级综合试点等工作入手，

扎实推进“四经普”前期工作。
蔡典维指出，全市各级各部

门各单位要紧跟新形势，进一步
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四经普”的
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切实增
强做好“四经普”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要实事求是，坚持依法普
查、科学普查、准确普查，确保普
查数据客观、真实、全面、准确，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好“四
经普”各项工作任务。要强化措
施，将领导责任、普查员与普查指
导员配备、经费保障、宣传动员等
工作落实到位，真正做到思想上
高度重视，方法上周全详尽，措施
上务实创新，操作上认真细致，谋
划好、推进好、落实好经济普查的
各项工作。

优质高效完成“四经普”各项工作
全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动员部署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 蔡典维出席
7月20日，闻听我市偏远中小学校

特别缺少心理学教学和辅导人才，今年
23 岁的湘中幼专青年女教师姚之涵毅
然赶到市教育局，申请到隆回县的一所
山区学校去支教。“我是西南大学心理学
专业毕业生，相信会对山区的人们有所
帮助。”姚之涵微笑着说。

一个妙龄女教师，为何主动申请到
艰苦农村去支教？

“我爸爸援过疆，我当然要去支教！”
姚之涵斩钉截铁地说。

“老警”破格出征

2017年10月底，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接到省司法厅选派优秀民警援疆的通
知。该所党委高度重视，迅速在全所组织
动员。姚之涵的父亲、时年49岁的姚农
业在第一时间、第一个向该所党委提出
了援疆申请，并主动到市司法局请缨。

援疆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可姚
农业在申请书中明确写道：“从 1994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主动接受艰难任务，
成为我此生最大的心愿！”按规定，援疆
人员年龄要求在45周岁以下，可由于他
坚定的立场、过硬的素质，经国家有关部
门特批，姚农业光荣成为湖南省司法行
政系统第二批援疆队伍中的一员，也是
年龄最大的一员。

“我曾经在北方的军营里摸爬滚打
了整整18年。援疆，对我来说无非是重
温一番以前的军营生活。”姚农业轻描淡
写地说。

尽展“宝古佬”风采

但这一次，姚农业似乎有些错了。
2017年11月7日，姚农业一脚踏进新

疆吐鲁番。吐鲁番，在维吾尔语中虽然意
为“富庶丰饶”，但这里经常狂风呼啸、黄
沙漫天。由于水土不服，姚农业不久就患
上了严重的“淀粉样变”皮肤病，每天全身
奇痒难忍，坐卧不安。至今，姚农业全身还
清晰留有因拼命抓挠而致的条条疤痕。

可是，面对如此强烈的生活挑战，姚
农业却以“霸得蛮，耐得烦”的“宝古佬”
精神，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成绩。

吐鲁番监狱是一个大型监狱，姚农
业主动要求去该监狱最艰苦的四监区工
作。四监区是承担全疆罪犯用床生产的
监区，车间警力紧张，监管改造点多面
广，监管风险巨大。姚农业发挥自己长期
积累的监管经验，注重从细节着手，时刻
掌握罪犯的思想动态，及时处理罪犯的
合理诉求，率先在全监狱实现了全方位
规范管理。

姚农业还在吐鲁番监狱树立了“工
作狂”的典型。今年春节期间，他于大年
三十上午进入监区，一直到正月初七下
午才出监区，连轴转170多个小时，当地
同行无不对他深表敬佩。

新疆辖区面积 166 万平方公里，占
我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这使得当
地罪犯的转场工作成为一道难题。姚农
业经常向吐鲁番监狱党委申请罪犯转场
任务。今年3月7日，姚农业协助吐鲁番

监狱民警远涉1500公里，从南疆调转重
要犯人。从当日凌晨2时至当日晚间10
时，整整20个小时中，他分秒不合眼，最
终与同行们一道执行任务，圆满完成转
场任务，受到新疆自治区党委高度评价。

返湘坚守原岗

今年5月11日，半年援疆工作结束
后，姚农业告别吐鲁番，身背三等功证
书，于5月12日回到他魂牵梦萦的邵阳。

在家吃了老婆做的一顿饭，回武冈
老家看了一眼七旬老母，带着援疆荣耀
归来的姚农业立即投入本职工作。

“援疆归来探亲访友期间，我看到我
母亲、爱人和不少朋友、同事都把新疆卫视
调到家中电视的‘喜欢’栏目内，我就感动
得热泪盈眶。如果不继续好好工作，我怎么
对得起这么多关心我的人？”姚农业说。

有人问姚农业援疆半年他最难忘的
是什么？他总回答：“吐鲁番监狱民警的
不怕吃苦和绝对服从精神令我肃然起
敬，我要把这种精神带给我的邵阳同
事”。其实，姚农业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从
部队转业到戒毒所的13年里，他一直默
默奋战在大队普通岗位上。

“我最高兴的事情，是我那宝贝闺女
居然也学我，支教去了。”身高将近1.80米
的姚农业，“戳”在办公室门口哈哈笑着说。

邵阳“老警”壮志援疆的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肖海勇

邵阳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袁枫） 7月25日下午，副市长蒋
志刚调度体育中心建设工作时要
求，加班加点、倒排工期，确保省
运会圆满成功。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胡民主参加调度。

目前，体育中心的体育场、体
育馆、游泳综合训练馆等室内外装
修均已完成，体育场及室外训练场
草皮、塑胶跑道、全民健身广场大
理石铺装及绿化工程等基本完成。
新城大道预计7月底全面竣工；湖
口井路正在进行人行道铺装和绿
化施工；桃花路西段预计8月底竣
工；紫霞路体育中心段已完成路面

水稳层，紫霞桥桥梁已吊装到位，
预计7月底全线通车；邵檀路体育
中心段全线竣工通车。

现场考察完湖口井路、邵檀
路、紫霞路、邵水西路等工程进度
后，蒋志刚又召集市直相关部门
召开现场办公会。他要求，各级各
部门要全力以赴，倒排工期，确保
体育中心周边路网及场馆设施建
设、附属工程清场等8月10日前
全部完工；要加强力量、强化配
合，增强主人翁意识，依法依程序
完成体育场馆验收；要加快体育
场馆设备调试，确保万无一失，确
保省运会成功召开。

加班加点倒排工期

确保省运会圆满成功

邵阳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马剑敏） 今天下午，市政协组
织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归口联
系委员，就民革市委会提交的

《关于优化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
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进行督办，
并开展委员视察活动。副市长
肖拥军，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
委会主委李少华，市政协副主席
郑再堂等参加提案督办和委员
视察活动。

与会人员来到全市旅游示范

点——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进行
实地调研视察，了解当前发展乡
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市共有150个贫困村
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调研中，与会人员提出通过
构建乡村旅游扶贫的复合型治理
体系、高标准科学规划乡村旅游
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科
学建设乡村旅游目的地、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等措施来发展乡村旅
游，促进旅游扶贫工作。

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旅游扶贫工作

传统烟叶大县邵

阳县发起“金色烟叶

扶贫行动”，今年已规

模 种 植 烤 烟 4 万 余

亩，产量在10万担以

上，将带动1200余户

贫困家庭脱贫。图为

7 月 20 日，邵阳县白

仓镇贫困户老何正挑

选优质烤烟出售。

通讯员 黎建成

钱沸涛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刘少阳）今天
上午，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7月
16日至9月15日，我市在城区人
流集中地带设置 31 个西瓜临时
销售点，以规范瓜农销售西瓜，方
便市民购买。

市城管局安排三区城管执法
局和经开区城管执法分局，在进城
主要路口及每个临时销售点设置
醒目标示牌，引导瓜农进点销售。
同时，对西瓜临时销售点实行规范
管理，要求瓜农在销售西瓜时严禁

占用车行道，确保预留足够的人行
通道；依法取缔非指定销售点，禁
止其他商贩在西瓜定点销售处经
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
义向瓜农收取任何费用。

市城管执法局呼吁广大瓜
农归点销售，在销售西瓜时自备
垃圾容器，不乱丢烂瓜、瓜皮等
废弃物，做到人走场净；规范架
设遮阳棚、遮阳伞，不占用车行
道，在给市民提供新鲜西瓜的同
时，维护好市城区的市容秩序和
环境卫生。

市区设31个西瓜临时销售点

“除了政府帮扶，要想致富自己也要
找准门路。”7月20日，隆回县六都寨镇
青田村1组妇女阳红玉感慨地说道。

今年 55 岁的阳红玉是村里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10 年前，丈夫马园江被诊
断患上心脏病、甲亢，需要长期服用药
物。后来阳红玉也被诊断出患有脑血管
阻塞，肺部存在问题。夫妻俩不能干重体
力活，家中缺少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初中
毕业后就去外面打工，一家人生活困难。

县农机局帮扶工作队进驻青田村扶
贫后，了解到阳红玉一家的情况，为他们
家里争取贫困补贴，还帮他们住进了由
省财政专款修建的安置房。阳红玉认为，
扶贫政策固然是好，但幸福生活更离不
开自己的奋斗。于是她决定在县农机局、
镇政府的帮扶下养殖山羊脱贫。

阳红玉到镇畜牧站及专业养殖场考
察学习养羊、种植牧草等技术。2015 年
阳红玉出资3万元购回10只本地山羊，

同时还种植了山里草、红薯、玉米等作
物。她采用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的方式，
科学养殖，饲养的山羊繁殖率逐年提
高。去年，她的山羊养殖规模达到50多
只，年收入增加3万多元，实现了脱贫。

“下一步我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新
建标准化羊舍 20 间，力争年出栏山羊
100只。再成立山羊养殖合作社，帮助更
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谈及今后的打
算，阳红玉信心满满。

赶着羊儿走上脱贫路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刘 剑 彭振中

邵阳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马剑敏 通讯员 夏泽彪） 7月
23 日至 24 日，邵阳军分区按照
实战化演练要求，全员、全装开
展了一场紧急出动演练，全面检
验部队战备意识，锤炼官兵战斗
意志。

全区部队分两个阶段组织紧
急出动演练。第一阶段由军分区
首长机关带领市民兵应急营三
连，机动行军 16 公里，准时到达
指定地域。第二阶段由军分区所

属 12 个人武部带领本级民兵应
急连，同步组织紧急出动演练。

演练中，军分区官兵闻令而
动，迅速受领任务，下达预先号令、
研究部署工作、组织行动准备、下
达机动命令编队出发。在行动过程
中，官兵展现出了良好的战备素养
和紧张有序的战斗作风。

紧急拉动演练有效地强化了
官兵打仗备战的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使命意识，激发了官兵备战
练兵的动力。

邵阳军分区组织紧急出动演练

邵阳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童中涵
实习生 崔梦洁 蔡碧瑜） 7月3日，我
市武术成年组比赛运动员正在抓紧训练，
积极备战第十三届湖南省运动会。

孙千里是我市武术成年组的教练，
也是此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孙教练介
绍，比赛共设传统拳、器械、42 式太极
拳、42式太极剑四个项目，我市代表队7
人参加4个项目的比赛。正所谓“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我市武术成年组能
够不断取得优异的成绩，离不开这个团
队的拼搏精神。团队中大部分成员的年
龄都在45岁以上，但他们都积极克服伤

病和年龄因素，为省运会备战。孙千里虽
在前期训练中腿部受伤，但仍咬牙坚持
训练。“训练时受伤是正常的，之前还有
一个队员脚受伤了，目前在家休养，如果
恢复得好，就能顺利参加7月中下旬的
集中训练。”为了省运会，队员们早就开
始了个人训练，本月中旬起每天至少进
行5个小时的集中训练。

“在外省市当教练的 3 个传统拳队
员正在往家里赶。”孙千里信心满满地
说，此次备战与以往不同，因为是在自家
门口举行的比赛，肯定要拿出最好的状
态迎战来自十四个市州的“武林高手”，

为邵阳争光。
我市武术成年组成员都来自于八极

拳协会，协会主席李志成是市级非遗项
目——李书文八极拳的传承人。队员们
都是李志成的弟子，跟随李志成练习武
术已有30年。他们团结协作，一起为荣
誉而战。“2008 年第三届湖南大众体育
运动会上，我们武术队拿下了8枚金牌、
7枚银牌、3枚铜牌，团体总分也是全省
第一。”孙千里说，省运会设置的奖牌数
量相比其他类型运动会而言更少，但他
们依然会全力以赴，冲击奖牌，为家乡争
得更多荣誉。

博佳绩 争荣誉
市武术成年组积极备战省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