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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把“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写进党代会主题，首
先就是要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
一辈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
战，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铭
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血汗
换来的，永远不能忘了脚下这片洒满烈
士鲜血的红色土地，进而号召全省广大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怀赤子
之心、永葆奋斗激情，奋力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

红色基因绝非抽象的概念，更不是尘
封于故纸堆里的遗存，而是共产党人精神
与信仰的密码。过去，我们的父辈凭着一
股“革命加拼命”的大无畏精神，一辈子吃
了两辈子的苦，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干出了“两弹一星”；改革开放四十年，我
们凭着一股闯劲，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当

前，我省正处于推进“三大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防止
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始终保持那么一
股不服输、拼到底的精气神，需要我们激
活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

对比历史与现实，“糖弹”的考验，绝
不亚于“枪弹”的考验；名与利、得与失的
考验，有时也不亚于生与死、血与火的考
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各种风险挑
战的考验，我们必须敢于刀刃向内，勇于
开展自我革命，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
学”，传承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只有
这样，才能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
肌体的病毒，构筑起共产党人的精神殿
堂，唤起无坚不摧的红色能量。

发扬红色传统，需要革命纪念地作
为载体，但并不是把革命历史纪念设施
建设得越“高大上”越好，而是要深入挖
掘其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教育价值，使
之能够常用常新，用以滋养精神家园，凝

聚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不是举面
旗、喊喊口号、做做样子，拍照“留念”后
就“忘”之大吉，而是要与历史深沉对话，
与伟人心灵相通，真正使灵魂深处受到
洗礼，让红色旅游成为厚植红色基因、激
活初心使命的赋能之旅。

红色基因，决不是保守的指代，而是
进取的象征。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就
是一部改革创新史。“敢为人先”的湖南
人，传承和发扬红色基因，一个最重要的
方面，就是要传承和发扬好共产党人与
时俱进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永不僵化、永
不停滞。

“一百年充满艰辛，一百年创造辉
煌，一百年举世无双”。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报告的铿锵声音，道出了湖南人民的
心声。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周
年，“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只
有传承和发扬好红色基因，我们才有底
气写下俯仰无愧的新篇章，用富饶美丽
幸福的新湖南告慰先烈、告慰历史。

(上接一版①) 其
中，第一产业增速
放缓，新增数量比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26.5%，第二、第三
产业同比分别增长
46.71%、13.06%，显
示出我市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效果明
显，实体经济发展
迅速。

从具体产业形
态来看，全市现代
服务业继续保持较
快发展。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卫生和
社会工作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教
育业等现代服务业
发展势头活跃，增
幅居前五位。

邵阳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罗伟洪 刘恒斌）
8月7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
长蒋建湘一行来邵调研交警系统

“放管服”改革实施情况，要求邵阳
交警继续保持“放管服”改革良好
的发展势头，争取在全省树立“放
管服”改革的先进典型。

近年来，我市在全省率先推
出了交通违法零减免、车辆上户
PDA智能查验系统、车管业务网
上邮政分所等便民措施，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7月初，市交警
支队对公安部“放管服”便民措施

进行了逐条分析，落实了责任，明
确了实施时间，集中人财物全力
实施“放管服”改革工作，目前已
完成了15项便民改革。

蒋建湘充分肯定邵阳交警“放
管服”改革，希望我市交警系统进
一步加强与法院、邮政、保险、银行
等各部门之间的平台建设，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8
月底全面落实“放管服”20条便民
服务措施。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
的人民群众享受到公安交管改革
带来的“红利”，争取在全省“放管
服”改革中起到引领作用。

省公安厅工作组来邵调研

“有矛盾纠纷，找司法所伍所长。”这
已成为双清区汽车站办事处群众的一句
口头禅。作为司法所长的伍文彬担任双
清区汽车站办事处人民调解员已有 15
年，她秉承“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
难”的准则，努力做好人民调解员工作。

15年中，她在做好汽车站司法所矛
盾纠纷调解工作之余，多次参与跨社区、
跨办事处及区内的各类复杂纠纷的调
处，多次得到省、市、区表彰，今年更是被
评为“全省优秀人民调解员”。

今年上半年，辖区内某幼儿园因一
幼儿意外死亡，发生 30 多人的堵门事
件，随时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接到任务
后，伍文彬马上赶到现场，一边做死者家
属方的稳控工作，一边积极调解。可谁也
没想到，死者的父亲在调解现场当着众
人的面，指着伍文彬的鼻子谩骂。“当时
真的很委屈，但转念一想自己是调解员，
受再多委屈，也要把矛盾化解好。”伍文
彬从情理法多方面做双方思想工作，经

过3天3夜调解，幼儿园与孩子家长就赔
偿金达成一致，一起群体事件得以妥善
调处。

15年来，伍文彬所在的办事处和谐
稳定，没发生过民转刑案件和因为矛盾
纠纷处理不当而引发的重大案件。

作为一名女司法所长，伍文彬发挥
女性心细的优势，常常在调解过程中，能
精准抓住双方矛盾的分歧焦点，把一个
个看上去棘手的矛盾妥善调解到位。

2014 年，市三中附近一陈姓老夫
妻因儿女要求财产分割，家里闹得不
可开交。

“这老两口盖了一栋四间门面的楼
房，膝下有三儿一女，原来女儿占了一间
门面和一套房子，但现在房价上涨，三个
儿子就要将女儿赶出去。”了解事情原由
后，伍文彬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打出“亲情牌”和“法理
牌”，让三个哥哥理解妹妹没有工作和其
它经济来源的难处，最终促成三个哥哥

免费借门面给妹妹做生意养家，并补偿
妹妹40余万元让她去买房子。

同样靠着细心，伍文彬还感化了一名
吸毒人员，将一笔拆迁款妥善划分，用于
其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这个男子姓邓，
他有一套房子在东塔小学附近被棚改拆
迁，政府补偿了一套58平方米的房子和
20万元现金。但他前妻离婚后一直抚养小
孩，他自己还有一个90岁的老母亲需要
赡养，家里矛盾很复杂。调解过程中，伍文
彬苦口婆心劝告对方，告知他赡养老人和
抚养小孩都是他应尽的义务，最终邓先生
同意将房子转到儿子名下，并将大部分现
金用于母亲养老和孩子上学。

多年来，汽车站司法所一直只有伍
文彬一名调解员，但辖区内有5万多居
民，加之地处市中心城区，各类矛盾错综
复杂，但伍文彬靠着丰富的社区工作经
验和熟练的调解技巧，以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热情，有效及时化解各种矛
盾，为当地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为政府分忧为政府分忧 为百姓解难为百姓解难
——记全省优秀人民调解员伍文彬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姚 林
邵阳日报8月8日讯（记者

朱杰 通讯员 王典红 实习生
邓雨晴） 今天上午，省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污染
防治“夏季攻势”专项督查组在邵
组织召开督查情况反馈会，专题
反馈 8 月 6 日至 8 日在邵督查期
间工作情况。专项督查组第三组
组长、省交通厅巡视员邝邹飞主
持反馈会，副市长蒋志刚汇报邵
阳污染防治工作情况。

根据省委、省政府推进2018
年“夏季攻势”工作总体安排，
省生环办于 8 月上旬对 14 个市
州开展专项督查。在邵期间，督
查组根据邵阳市“夏季攻势”督
查问题清单，对有关问题进行
了现场督查。

督查组充分肯定邵阳“夏季
攻势”工作目前所取得的成效，要
求下阶段邵阳在推进“夏季攻势”
工作上，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下
苦功夫，在优化规划设计上下苦
功夫，在落实工作责任上下苦功

夫，在项目推进上下苦功夫，在建
立管理机制上下苦功夫。严格对
标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强力推进

“夏季攻势”工作。

■相关链接：

我市今年污染防治

夏季攻势10项任务
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治

理项目；进度滞后重金属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项目建设；县级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县级及
以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入河排
污口取缔；砖瓦行业整治；尾矿库
及其采选、冶炼企业环境污染整
治；高排放公交车辆淘汰；火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县级以上超标
排污垃圾填埋场排查整治；黑臭
水体整治；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等。

强力推进污染防治“夏季攻势”
省专项督查组反馈在邵督查情况

邵阳日报8月8日讯（记者
艾哲 实习生 严文倩） 8月8
日，试运行一个月的云邵阳“邵阳
歌声”频道正式上线。据介绍，打
造这一特色网络平台的目的是挖
掘邵阳文化艺术资源，展示本土
文化艺术成果，助力“二中心一枢
纽”建设。

云邵阳“邵阳歌声”频道从今
年7月1日开始试运行，共设立了

“新闻”“新歌”“曲艺”和“专辑”4
个栏目。“新闻”栏目报道的是最
近邵阳发生的有关曲艺、声乐方
面的新闻事件，包括各媒体宣传
邵阳籍歌手的新闻报道；“新歌”
栏目集纳各位邵阳籍知名歌手选

送的新歌，含 mp3、mp4 两个类
别；“曲艺”栏目为邵阳本土人士
在演唱京剧、祁剧、花鼓戏、黄梅
戏等各剧种时提供网络宣传平
台；“专辑”栏目为邵阳本土音乐
人士建立专辑资料库，目前已收
录了著名词作家戴富荣和邵阳
籍歌手刘淮保、曾勇、王馨、王玮
玮、宁可、张映龙、谢艺、阿苗千
千、罗怪才、袁树雄、晏小萍等的
部分作品。

云邵阳“邵阳歌声”频道为公
益宣传平台。自8月8日起，邵阳
日报社旗下的另一网络媒体邵阳
新闻在线网，也将同步开辟“邵阳
歌声”频道。

云邵阳“邵阳歌声”正式上线

邵阳日报8月8日讯（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杨贵新 伍玉华）
8月1日，隆回县林业局副局长周
忠安冒着酷暑翻山越岭开展森林
督查。

周忠安 2000 年转业后担任
县林业局副局长，退伍后保持军
人本色。他长期分管森林防火工
作，在困难前面从不退缩，总是身
先士卒。18年来，他先后参加森
林灭火100余次，20余次受伤；在
一次扑救森林火灾中，左手不幸
严重受伤，落下终身残疾。

目前，隆回县有 100 余名退
伍军人像周忠安一样转业到地方
后从事林业工作，坚守在生态建
设主战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生力军。六都寨镇林业站廖吉双
从部队转业后，长期在林业站工
作，长期致力于植树造林，先后参

与了长防造林、退耕还林等重点
林业项目。刘良军从部队转业
后，认真学习森林病虫害防治知
识，每年及时开展马尾松毛虫、云
南松毛虫和竹蝗等主要病虫害普
查，2017 年完成监测实施面积
78.5万亩，覆盖全县24个乡镇和
5个国有林场；完成马尾松毛虫、
云南松毛虫、竹蝗等主要病虫害
防治面积1.2万亩，防治率100%，
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林业有害
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以下。

据统计，近年来隆回县完成
造林 18 万余亩，林业违法案件
降低了 30％，由护林员当场发
现并制止的滥砍盗伐林木案件
400 余起，及时发现火情、火警，
并组织扑救，避免酿成火灾 300
余起。这其中，退伍军人发挥
了重要作用。

昔日钢铁卫士 今日播绿使者

隆回百名退伍军人转战生态战场

邵阳日报8月7日讯（记者 刘小幸
实习生 李旺鑫） 8月7日上午9时30
分，2018年大祥区迎两督功能室建设采
购项目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准
时开标。开标会在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
主持下规范有序进行，工作人员鼠标轻
点，开标会场的投影幕上，各投标单位的
投标报价一目了然。

开标会结束，在专家抽取室内，计算
机已经完成了随机抽取，电脑同时向专
家发出了评标通知，为即将进行的评标
抽取评标专家。而这些过程，都被无处不

在的电子监控设备忠实地记录下来，传
送到监控室各块电子显示屏上，为监督
人员提供高清晰的同步声像，以便集中
监督。

“评标专家基本都是与外界隔绝的，
评标没结束之前，连吃饭休息都必须在
评标区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家科
负责人雷宇告诉记者，评标作为招标过
程中的核心环节，评标专家都是采取线
上随机抽取、系统通知、刷门禁进入评标
区，评标专家信息通过网络自动打印至
对应评标室，评标委员会实行独立评标，

监管单位和业主代表对评
标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督。同
时在见证服务室、专家抽取
室、评标室等都设有高清摄
像头，在评标室设置高质音

源输入拾音设备，做到了监控无死角，保
证了各种交易完全在阳光下运行。

据统计，2018 年上半年，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共完成交易 460 宗，成交总
额129.67亿元，节省财政资金3.71亿元，
实现财政增收1700万元，为全市公共资
源交易营造了一个公平、公正、阳光、高
效的新交易环境。下一步，该中心将加快
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和远程异地评标建
设，实现从有形场所到无形场所的转变，
使市场主体足不出户便可完成全部招投
标工作。

评标专家随机抽 实时监控无死角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打造阳光交易平台

8月8日，北塔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开展暑假爱心小天使志愿服务活动，组织12名青少年志
愿者，制作冰凉粉，发放给该区80余名在烈日下辛勤劳动的环卫工人，让城市美容师感受到夏日
的一份清凉。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实习生 李金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