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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8月25日同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马
苏姆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伊建交60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2015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
启了中伊友好新篇章，为两国关系带来
更多新机遇。我高度重视中伊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
契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发
展战略对接，开展互利合作，深化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马苏姆在贺电中表示，近年来伊中
两国关系显著发展，经贸合作取得巨大
进步。伊拉克愿全方位拓展两国关系，造
福友好的两国人民，促进两国和地区的
安全、和平与发展。 (下转4版①)

就中伊建交 60 周年

习近平同伊拉克总统马苏姆互致贺电习近平同伊拉克总统马苏姆互致贺电

邵阳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曾炜
通讯员 李炎稠 关杨博） 8 月 16 日，
武冈市水西门新街住户方怡佐领到产权
证。从8月3日在当地政务中心不动产登
记中心窗口递交资料到拿到产权证，方怡
佐前后用了10个工作日，只跑了一次。相
比以前，方怡佐不仅节省了许多时间，还
省去了在国土、住建、房产等多个部门之
间的来回折腾。省时、省心，最多跑一次，
武冈“放管服”改革让群众享受到了办事
便捷的“红利”。

立足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
来回跑”等“堵点”“痛点”问题，武冈把“最
多跑一次”作为“放管服”改革的突破口来
抓，按照“能减则减、主动去减”的原则加
大权力下放力度，积极推进“三集中三到
位”，把单位行政审批许可职能向一个股
室集中、审批股室向政务大厅集中、审批
事项网上办理集中，做到事项进驻大厅到
位、审批授权窗口到位、电子监察到位，让

群众减少路上跑、大厅等、窗口办的时间，
把原来需要群众多个单位“晕头跑”变成
只进一扇门和窗口“流水跑”。

目前在武冈市政务中心设立办事窗
口的职能部门由原来的 19 个增加到 28
个，151项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在政务中
心实现“一站式”限时办结，其中103项行
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截
至8月15日，该中心办理的228907件各类
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办结所需时间较改
革前平均减少40%以上。

此外，武冈在19个乡镇街道成立综合
政务服务中心、315个村（社区）成立便民
服务站，将13个职能部门的198项行政权
力与公共服务事项下放至乡镇街道，9类
30项公共服务项目在村（社区）便民服务
站实现免费代办，武冈市乡（镇、街道办）村
三级政务服务体系让群众
办事实现“就近办”。

为进一步优化投资营

商环境，提升政府服务企业的行政效能，武
冈专门筹建企业服务中心，设立代办窗口，
建立代办工作机制和代办队伍，为签约项
目和入园企业全程代办公司注册、税务登
记、银行开户、环评等审批和服务事项。建
立健全“母亲式”服务机制、全程代办制、重
点项目指挥长负责制、联席会议制等制度。
同时，武冈进一步完善电子政务平台建设，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实施网上核
发电子营业执照和办理名称预先核准制，
19个部门实现线上并联审批，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等一批服务项目，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实现网上远程办理。

为推进“放管服”改革，武冈市严格实
施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
等制度，促进窗口政务服务提速增效，让
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

武冈市“放管服”改革让群众享受到“一站式”服务便利

只进一扇门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
邵阳日报 8 月 25 日讯

（记者 肖燕 实习生 袁院香
通讯员 严修良） 8月20日，
记者从市水利局上半年工作讲
评会获悉，上半年全市水利工
作成绩显著，多项业务跻身全
省前列。

今年上半年，全市水利项
目建设基本实现了“任务过
半”，各项水利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多项业务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如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
再次跻身全省A类，连续三年
跨入全省第一方阵；水库安全
度汛工作排名全省第一；中央
计划投资执行情况高居全省首
位；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进度排
名全省第二。此外，全市894艘

“僵尸船”全部拆解上岸，处置
率达到 100％；全市 1176 座水
库，目前已完成 908 座水库的
退养工作。

上半年我市水利工作

多项指标全省靠前

编者按：基层党组织是连
接党心民意的桥梁，是服务群
众的前沿阵地。为更好地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的战斗堡垒作用，近年来，新宁
县黄龙镇积极探索构建“党
建+”模式，充分发挥村级党组
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作用，让
党的组织厚植于广大农村，让
党的旗帜飘扬在群众身边。今
日起本报推出新宁黄龙镇“党
建+”促脱贫攻坚系列报道。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近年来，新宁县黄龙镇在
脱贫攻坚工作实践中，紧紧围
绕“车头”做文章，选好“领头
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全镇消除贫困工作打了个
翻身仗，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明
显提升。2017年黄龙镇脱贫攻
坚目标管理考核全县排名第
一。今年以来，黄龙镇严格按照
中央和省市关于农村基层党建
的部署和要求，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书记抓党建抓扶贫的主体
责任，以党建促扶贫，确保了党
建有活力有作为，扶贫出成效
出经验。

选优配强

有能力带头富

有党性带领富
黄龙镇石泥村村支书易晓

金，是 2017 年上任的村支书。
当地村民称赞她是“穆桂英”。
上任不久，易晓金引进投资超
过 800 万元的土地整理项目。
村干部算了一笔账，项目进村
后，项目区村民人均能享受政
府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目前，
该项目正在推进中。项目建成
后，经济和社会效益会更大。

易晓金，这位新上任的女
支书是黄龙镇“以发展论英雄，
凭实力用干部”、选优配强村

“两委”班子举措下走上村支书
岗位的一个代表。

为了把村“两委”班
子，特别是村党支部班
子选优配强，黄龙镇党

委彻底摒弃“老实听话，工作稳
当”的传统用人思想，把“有能
力带头富，有党性带领富”作为
选拔任用村干部的条件，跳出
在职干部圈子，打破地域、身
份、资历界限，从致富大户、民
营企业家等“能人”圈里挑干
部，为村“两委”输送了新鲜血
液，注入了新的动能。

目前，黄龙镇 18 个村（社
区）支部，67名支部成员，35岁
以下的有 15 人，36 岁至 45 岁
的有35人，在年龄结构上实现
了年轻化；大专及以上文化10
人，高中（包括职高）文化 47
人，在文化素质层面上实现了
知识化；吸纳返乡创业人员 8
人，农村致富带头人32人，95%
以上的支部成员都具有一技之
长，在服务层面上实现了专业
化。全镇 18 个村级党支部，有
12个推出新人出任支部书记。

主业主责

以党建为引领

促脱贫出实效
跳石村是 2017 年的脱贫

摘帽村。2017 年初，村“两委”
面对县里下达的减贫计划时有
畏难情绪。该镇党委为此召开
了专题党委会。一方面从镇党
委委派了镇领导坐镇该村加强
指导；一方面借助村“两委”班
子换届，为村班子注入了新鲜
血液。2017 年，跳石村成功脱
贫摘帽。

黄龙镇党委以基层党建为
引领，把扶贫当主业，尽主责。
针对党支部软弱涣散的贫困
村，黄龙镇党委建立了贫困村
软弱涣散党支部台账，并通过
专题党委会对这样的党支部对
症下药，落实了全面整改。同
时，在全镇范围内建立贫困村
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台账，落
实“两个书记共管一个村”措
施，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发挥作
用的能力。

(下转4版②)

选好“领头雁”
——新宁黄龙镇“党建 ”促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一

邵阳日报记者 曾 炜 通讯员 欧光厚

邵阳日报8月22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吴军民 石文斌 实习生 郭颖梅）
8月22日，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截至8
月 15 日，我市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已完
成 1150 公里，为今年总计划的 38.3%，超
过省定目标任务。

自然村通水泥路是我市交通扶贫的
头号工程。按照省定目标，2018年到2019

年我市将实施4240个自然村的3389公里
水泥路建设，其中2018年集中建设深度贫
困县所辖村、贫困县所辖村、非贫困县所辖
贫困村的3752个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项目，建设里程3003公里；2019年，实施非
贫困县的非贫困村的488个自然村的通水
泥路建设项目，建设里程386公里。

根据全省统一安排，全市自然村通水

泥（沥青）路建设采取“市级组织、县负主
责、乡村参与、统一建设”的模式，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做到“三基本四确保”，即统
一建设、依规实施、整合资金的基本要求，
确保进度、质量、安全、廉洁的工作目标。
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路基由各县市区组
织乡村建设，路面由邵阳路桥统一建设。

根据目前建设进度，预计 9 月底前，
全市深度贫困县所辖村、贫困县所辖村、
非贫困县所辖贫困村的3752个自然村通
水泥路建设项目，可全面完成路基建设，
路面可完成1300公里以上。

我市全面推进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

邵阳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陈贻贵）
8月25日上午，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成年组）气排球比赛展开第二阶段决赛
争夺。

当天上午，晋级八强的邵阳女子
甲组和邵阳女子乙组，遭遇劲敌长沙
女子甲组和长沙女子乙组。面对强劲
的对手，邵阳两支队伍顽强拼抢，放手

一战，但最终还是不敌对手，均以 0：2
告负。在下午的比赛中，邵阳女子甲组
负于娄底代表队，邵阳女子乙组负于
岳阳代表队。

经过激烈比拼，当天各组别四强名
单出炉。湘潭、怀化、长沙、郴州代表队晋
级男子甲组；株洲、衡阳、常德、岳阳代表
队晋级男子乙组；长沙、怀化、湘潭、郴州

代表队晋级女子甲组；长沙、衡阳、株洲、
娄底代表队晋级女子乙组。26 日上午，
十三届省运会（成年组）气排球比赛决赛
收官，将决出各组别1至8名。

省运会气排球项目各组别四强出炉

邵阳女子甲组与娄底代表队交战精彩瞬间。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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