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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9 月 12 日 讯
（记 者 袁 光 宇 通讯员
蒋朝阳） 9 月 12 日上午，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志雄在全市
综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突出重
点，强化保障，采取有效措施，全
力提升我市综治工作水平。

李志雄指出，加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既是一项重大政治责
任，又是一项民生工程。要有效
提升我市综治工作水平，必须强
化组织动员，强化督查指导，强
化责任追究，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一是紧抓综治民调工作，确
保全年排名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二是紧补防控工作漏洞，坚决杜
绝重特大案件发生；三是紧推综
治中心和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
建设，确保综治智能化水平进一

步提升；四是紧聚各方合力，确
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
性成果。

李志雄强调，要确保我市综
治工作实现市委提出的“进四位
争先进”目标，必须着重开展治
安违法严打整治专项行动，提升
群众的安全感；必须深化平安创
建工作，扩大我市民调得分优
势；必须扎实开展走访和宣传活
动，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必须不
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织密
织牢公共安全网；必须持续深入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
发展，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会议通报了今年 9 月初我
市综治工作暗访情况，邵东县介
绍了先进经验，隆回县、武冈市、
大祥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李志雄在全市综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全力提升全市综治工作水平

邵阳日报9月12日长沙讯
（记 者 宁 煜 通 讯 员
林尹俊 肖群群） 今天下午，
湘窖美酒、浩天大米、隆回百合、
邵阳红薯粉、葛根粉、城步青钱
柳古树茶叶等邵阳美食陆续运
抵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我市 36
家企业组织特色产品到长沙参
加2018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
会，向全球各地客商展示邵阳特
色食品。

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是
国内食品餐饮行业规模最大的展
会之一。本次展会9月13日至16
日在长沙举办，27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1500家企业参展，有近万种美

食汇聚。展览面积达8万多平方
米，其中境外展区有来自美国、加
拿大、英国、韩国等27个国家和地
区的官方、总领事馆、贸易机构组
团展出。境内展团则由四川、贵
州、黑龙江等多地组团参展。我省
14个市州都组织了企业参展。

为了帮助更多邵阳的食品企
业、电商企业、餐饮企业扩大品牌
影响力，推销产品，占领更大市
场，市商务局等单位精心组织企
业到长沙参展。参展企业家纷纷
表示，参加这样高规格、高水平的
展览会，既开阔了视野，又交到了
朋友，扩大了销路，对企业未来的
发展很有帮助。

2018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举办

我市36家企业参展

在邵阳县七里山园艺场全民工区宣
传橱窗里，张贴着一封特殊的《检讨书》，
在当地人中引起了一阵阵思考。

原来，该工区新亭子组王时如、王东
桥、王同云三兄弟的母亲黎素英因病于5
月 1 日去世，三兄弟的朋友购买烟花燃
放，虽尽力劝阻但未能奏效。尽管王时
如三兄弟严格遵守移风易俗相关规定，
为母亲的丧事只开支了36000元，但他们
还是主动写出《检讨书》，发放到全工区。

《检讨书》事件只是该县推动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乡风工作的一个缩影。如
今，在邵阳县，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讲排场
的少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人多了；
餐桌上铺张浪费的少了，勤俭节约的多
了……一股股文明新风犹如扑面而来的
春风，吹进百姓心田。

挡了“面子”不再攀比

婚丧嫁娶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事，然
而很多习俗早已与时代脱节，如形式繁

琐、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封建迷信、攀比
随礼等，成为精神文明建设久治难愈的
痼疾。该县发现，广大人民群众打心眼
里反感，但鲜有人站出来反对。

首先得把这个所谓的“面子”给挡
了！该县在各乡镇场加大宣传力度，要
求乡镇场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在各村、
组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地教育引导群众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树立
“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反
对封建迷信”的文明新风。要求各村把
红白喜事划定的合理标准、规模等内容
打印成文，在显著位置上墙公布，并发放
到每家每户。

该县还要求各村红白喜事理事会与
各家各户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第一
时间介入红白喜事活动，第一件事就是
张贴红白喜事理事会章程和村规民约，
竖立“禁止放烟花鞭炮”
等提示牌，从所谓的“面
子”上，彻底消除当事人

怕别人议论的心理，彻底消除炫富攀比、
盲目攀比、无辜攀比的现象，形成自发自
觉、顺理成章遵守移风易俗规定的良好
局面。

该县塘田市镇肖八村一位老人80岁
大寿，原想与自己的老伴一样，办一个豪
华的寿宴，为亲人“争脸”。村红白喜事理
事会知道后，马上介入。他的寿宴只办了
12桌，没有燃放烟花鞭炮，共花费1万元，
比前年他老伴80大寿节省2万多元。

包了“服务”不再劳心

红白喜事牵涉到众多方面的细节，
既劳心又劳力。为了使移风易俗工作真
正能够落到实处，该县要求各村红白喜
事理事会主动上门服务，甚至把“服务”
全包下来，为当事人帮忙筹办红白喜事。

（下转5版）

千年旧俗一朝除
——邵阳县乡风文明移风易俗工作系列报道之三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艾云 吴智睿 实习生 严文倩

9 月 12 日
上午，医护人
员为人防专业
队员讲解急救
知识、骨折包
扎固定演示。
大祥区从 9 月
11 日至 13 日
开 展 为 期 三
天 的 人 防 专
业 队 集 中 训
练，来自区直
各 部 门 的 60
名队员参加训
练。本次训练
的内容有人民
防空常识等 6
个课目和队列
练习。
邵阳阳报记者
杨敏华 摄

9月8日，武冈市水西门办事处荷塘扶贫新村，刘品富老
汉在观察即将成熟的蜜柚。刘品富是易地扶贫搬迁户，在扶
贫工作人员指导下，利用荒山种植官溪柚和蜜柚432株，养殖
土山羊等，今年丰收在望。 通讯员 王岐伟 摄

邵 阳 日 报 9 月 11 日 讯
（记 者 马 剑 敏 通讯员
毛超林 陈湘林） 8 月下旬，
为强化警示教育作用，市纪委将
查处的 7 起虚报冒领扶贫资金
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7起案件分别为：隆回县高
平镇原黄信村党支部书记刘万
东、村主任袁权、支部委员罗艳
红虚报套取财政专项资金问题；
隆回县岩口镇河边村原党支部
书记蒋传伟虚报骗取危房改造
资金问题；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
镇石羊村原党支部书记尹华礼、
村主任易思彬虚报冒领产业帮
扶资金问题；武冈市马坪乡铜盆
村原村主任刘厚干套取危房补
助资金问题；新宁县水庙镇石门
村原党支部书记唐昌均虚报冒
领生态林补助资金问题；邵阳县
小溪市乡桥头村原党支部书记
王军生、村主任王南求、妇联主
任兼计生专干谢桂香虚报套取
粮补资金问题；邵阳县九公桥镇

锁石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伍加庚、村秘书伍邵东虚报套取
退耕还林补助资金问题。

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了
一批基层干部虚报冒领、套取骗
取扶贫资金的腐败问题，收到较
好的社会效果。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案为镜，举一反三，引
以为戒，把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
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
利益。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履行好职责，拿出过硬举措，形
成有效机制，把好审批审核关，
确保各项扶贫政策、资金、项目
真正惠及困难群众。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扶贫领域
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大直查直
办和督查督办力度，坚决斩断伸
向扶贫项目、扶贫资金的“黑
手”，确保扶贫开发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生根。

市纪委通报7起虚报冒领
扶贫资金典型案件

（上接1版①）

强化高位推动 领导带头领办一批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巡视组移交
信访件办理工作，成立了高规格的工作
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龚文密牵头抓总，明确责任分工，加强
归口管理。

今年以来，我市共召开市委常委会
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调度会议等
各类会议多次，专门听取办理情况汇报，
专题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事青多次过问、调度、部署巡视组交办件
办理工作，并领办巡视组移交信访件。

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示范引
领下，18 名市级领导共领办 170 件信访
件，并前往信访事项发生地，接待信访群
众，听取诉求，了解情况，制定方案，实地
督促问题解决。目前，市级领导领办的
170件信访件均已按相关规定办理。

强化逐级交办 高质高效办理一批

我市严格按照巡视组的办理工作要

求，由市信访联席办对所有移交的信访
事项，实行统一交、统一办、统一报，切实
提高办理效率和质量。

各级信访部门坚持“零节假”交办、
“零时差”对接，各承办单位切实规范办
案程序，严格按照“四个不放过”的工作
要求，高质量做好信访交办件办理工
作。对每一件交办信访事项，实行“一案
一卷”台账管理，凡是上报的信访办结
件，一律要求各级书记逐级签字上报，坚
决杜绝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确保每起案
件、每个环节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
验。如交办邵东县的信访件408件，为所
有承办单位中承办量之最，目前邵东县
已全部按规定办理。

强化责任落实 督查督办规范一批

我市对巡视组移交信访件办理过程
和办理结果，实行全程跟踪督查督办。

市信访联席办对每件交办件办理情
况进行电话回访，并认真组织开展“回头
看”活动。自7月份以来，先后3次就巡
视组交办件办理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特
别是8月6日至10日，重点就已办结但信
访人仍不满意的信访事项，前往12个县

市区、邵阳经开区和15个市直相关单位
开展集中专项督查，通过直插现场、直接
与信访人见面、网上督查、抽查案卷、开
展座谈等方式，全面掌握各责任单位办
理巡视组交办件情况。

通过开展“回头看”，我市对办理不
规范的 53 件信访件进行了重新规范办
理，其中县市区35件，市直单位18件。

强化建章立制 推动巡视整改一批

我市坚定不移抓好中央第八巡视组
反馈意见的整改，全力以赴做好巡视整
改工作。

市信访局成立了巡视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巡视整改工作办公室，每周对
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的整改情况开
展监督检查，及时调度整改工作。在强
化领导责任、定期督查调度、规范信访事
项办理、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等方
面整章建制，研究出台具有操作性的政
策文件。同时，对中央第八巡视组交办
信访件中的已办结件进行重新审核把
关，对发现存在问题的16件信访件，责成
有关单位进行重新审查办理，目前已全
部整改到位。

（上接1版②）
2018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

9 月 8 日正式开赛。赛事秉承一贯的传
统仍然开辟了全新路线，由成都金堂出
发，经过皇后赛段四川平昌，来到满怀古
村落风情的巴中恩阳赛段，之后百里竹
海的重庆梁平赛段同样极具挑战，宜昌
枝江赛段与潜江赛段紧随其后，最后在
新宁崀山赛段完成环一比赛。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转场，环二比赛
将继续在新宁崀山赛段的绝美风光中展
开，然后进入以平路为主的永州宁远赛
段，之后进入广东省，完成以丘陵著称的
清远佛冈赛段以及经典的珠海横琴赛段

后转场至贵州安顺，在安顺赛段计时赛
结束后，于9月23日完成整个2018环中
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收官之战。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分站赛此
次是第三次落户新宁崀山，赛事线路计
划从北大门出发，经崀笏、石田、骆驼峰、
辣椒峰路口、刘氏宗祠、林家寨等处再回
到北大门，共 6 圈，里程约 130 公里。赛
道较为复杂，对选手的技术、速度和耐力
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沿途风景更是优
美，既有惟妙惟肖的“骆驼峰”，又有恬静
安详的田园风光，还有古色古香的刘氏
宗祠等。同时，还有自行车爱好者千人
骑行、自行车特技表演等活动，让观众和

游客们既能参与和体会到自行车运动的
魅力和乐趣，又能一睹世界遗产、5A崀山
的大美风光。

赛事期间，新宁县各大景区针对广
大游客将推出门票优惠活动，在赛前赛
中将举办“千人骑行”“崀山瑶王宴与非
遗表演”“满师傅音乐喷泉晚会”“自行车
极限展演”“百家旅行社采线，万名游客
观赛”“刘氏宗祠民俗文化展演”“崀山农
耕文化展示”“铁皮石斛特色旅游商品展
示”“教师节优惠游崀山”等十大特色活
动，让广大观众和游客饱览新宁崀山秀
美山水的同时品尝到新宁的地道美食，
体验到崀山独特的民俗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