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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9 月 13 日 讯
（ 记 者 杨 波 通 讯 员
张翼虎）今天上午，我市直升机
免费应急救援服务正式启动。今
后我市发生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
事件时，在地面道路救援无法到
达事故现场的情况下，可利用直
升机快速开展应急救援行动。副
市长李华和出席启动式并讲话。

人保财险公司是国内首家能
提供直升机救援服务的保险企
业，此前只对公司客户免费开
放。此次市政府与人保财险公司
合作开展直升机救援服务，主要

是针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灾难性
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群众需要急
救或政府公务人员执行紧急和重
大职务工作，如抢险救灾、遭受意
外伤害或突发疾病需要急救，地
面无法满足应急救援需要等情
况，可以申请直升机救援。

李华和说，开展直升机救援
服务，是完善邵阳市应急救援体
系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险业参与
社会治理、风险管理，发挥保险保
障作用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实践，
将成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标志。

我市启动直升机应急救援服务

邵 阳 日 报 9 月 13 日 讯
（记者 杨波） 今天下午，省政
府督查我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情
况汇报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认
真贯彻中央和省重要批示精神，
统一思想认识，落实综合防治措
施，强化联防联控机制，为生猪产
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省农业委员会副巡视员严德荣、
副市长肖拥军出席会议。

自8月7日农业农村部通报
国内首起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我
市组织开展了全面排查，对重点
区域、关键环节和不明原因死亡

生猪加大监测力度，特别以生猪
养殖场、交易市场、屠宰场为重
点，增加了巡查频次，有针对性地
开展了监测，现已排查生猪 226
万余头，未发现疑似病例。

会议要求，高度重视非洲猪瘟
的防控工作，层层传导压力，落实基
层责任，全面开展疫情排查。加强
宣传培训，加大非洲猪瘟防治知识
宣传普及力度，指导养猪场（户）做
好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加强对
生猪养殖、经营、屠宰等相关从业人
员的宣传教育，增强自主防范意识，
积极营造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

省政府督查我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邵阳日报 9月 13日讯 （通讯员
向云峰） 9月9日，绥宁县贵太太茶油循
环创新产业园项目建设基本完成，部分车
间开始投产，有机肥料厂、出口监管仓已
部分开工。该项目一期工程建设了一条
压榨生产线、浸出生产线和精炼生产线，
年产压榨纯菜油 1.2 万吨、浸出纯菜油
2880吨；二期工程建设一条年预处理4.8
万吨山茶籽、一条年处理3.6万吨的茶饼
浸出生产线、配套毛油精炼生产线、茶粕
有机肥生产线等项目，使贵太太茶油产
业园成为绥宁县先进农业循环产业示范
工程。

贵太太茶油产业园的快速发展，是
绥宁县壮大实体经济的一个实例。

该县坚持新发展理念，牢牢抓住实
体产业不放松，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坚持产业向园区集中、要素向园区汇
集、资金向园区集聚、政策向园区倾斜
的原则，推进湘商产业园建设，同时对
重点产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实行“六个优

先”，即优先列入发展目录、优先做好项
目前期工作、优先审批投资项目、优先
给予政府资金扶持、优先配套基础设
施、优先安排土地使用指标。今年上半
年，该县工业集中区上缴税金 3529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700 万元，木竹产
业园晋升为“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

该县把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产业发展
的先锋工程和一把手工程来抓，开展精准
招商。今年以来，该县引进九通竹基复合
材料（竹缠绕管道）制造有限公司，计划总投
资20亿元；与博艺迪眼镜公司成功签约，引
资8000万元；与苏州艺宿家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成功签订花园阁民宿度假区旅游开发
项目合作框架意向书；与上海东方龙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招商外包服务协议。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增长点，一个产业
就是一个增长极。今年以来，该县重点建
设项目已开工37个，完成
投资21.96亿元；8个市级
重点产业项目均开工建

设，完成投资7.37亿元。工业发展来势看
好，上半年工业投资完成5.89亿元，增速
41.7%。中集竹木业发展公司产量、效益
大幅回升；新湘茂公司预制菜食材加工项
目1万立方冷库、20条脱水蔬菜生产线建
成投产，雅韵公司竹餐具试产成功，宝鼎
山风电场开发二三期项目已开工建设，牛
坡头风电场项目列入全省风电备选项
目。十大扶贫产业推进有力，发展蔬菜1
万亩、绞股蓝0.6万亩、杂交水稻制种7万
亩、油菜4万亩、油茶0.6万亩，完成南竹
低改1.7万亩、竹林道160公里、光伏发电
装机4兆瓦。旅游产业加快推进，黄桑生
态旅游区创国家4A景区，实现了创建项
目建设提速、景区运营工作提速、旅游产
品开发提速；侗寨文化遗产恢复进展顺
利。今年以来，全县实现旅游收入9.55亿
元，同比增长56.7%。

绥宁锚定“高质量”壮大实体经济

邵 阳 日 报 9 月 13 日 讯
（ 记 者 罗 俊 通 讯 员
费旭锦） 邵阳市南方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根据市住建局的文件精
神，扎实开展2018年度全市住建
系统“安康杯”知识竞赛活动。

该公司以一线班组为重点，
积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广泛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
力争公司职工全员参加，推进安
全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广大职工
的安全健康意识和技能素质，增
强事故隐患排查处理能力。

该公司在各项目部建立安全
文化长廊，悬挂安全卫生宣传条
幅，张贴宣传画、标语、警示语
等。组织员工学习安全制度、安
全设施、预防职业病知识，开展安
全消防应急演练观摩和安全、健
康知识竞赛。与此同时，公司还
结合“安全生产月”“职业病防治
周”“夏季送清凉”等主题活动关
爱员工，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形成了“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
负其责”的格局和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邵阳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开展好落实好“安康杯”知识竞赛

(上接1版①）本届省运会成年组共设篮
球、男子足球、网球、气排球、羽毛球、乒
乓球、高尔夫球、武术、自行车、龙舟、健
身球、登山、游泳、桥牌等 14 个比赛项
目，为历届省运会成年组项目最多、规
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体育盛

会，共产生金牌 101 枚，创下我省省运
会纪录。

经过 21 天激烈角逐，第十三届省
运会（成年组）比赛在市体育中心圆满
落下帷幕。长沙代表团以46金、30银、
23 铜和团体总分 890 分的优异成绩位

居金牌榜榜首和团体总分榜榜首；邵
阳代表团以 7 金、19 银、16 铜和团体总
分 470 分的成绩位居金牌榜第五名和
团体总分榜第二名，奖牌总数和团体
总分均位居全省第一方阵，比赛成绩
实现历史性突破。

(上接 1 版②） 其次，全面建立问
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把39项任
务逐个细化，制定了 86 条具体整改措
施，并对整改措施列出路线图、时间表。
对整改任务实行台账式管理，明确专人

“管账”，认定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
7月份以来，市委组织部先后召开4

次部务会、4次整改领导小组专题会议、
3次部机关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和2次全
市组织部门巡视整改工作会议，专门调
度推进整改工作。

细化措施抓整改

针对巡视反馈的问题，坚持分类施
策，强化措施抓落实。

一是个案问题快速整改。选人用人
巡视检查反馈具体问题中的个案都已依
法依规进行查处，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问责追责。二是共性问题边整边改。
针对巡视反馈意见反映比较集中的共性

问题，在全市部署开展了干部档案专项
排查、选人用人专项检查、个人有关事项
专项核查、基层党建工作专项督查4个
专项整治行动。基层党建工作专项督查
和个人有关事项专项核查已经完成，选
人用人专项检查和干部档案专项排查
也已基本完成。为落实政治建设是党
的根本性建设的要求，组织开展了县市
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人大政协正职政
治建设调研；针对“少数基层党组织软
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已经在全
市部署开展党员违纪违法情况专项清
理。同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出台

《市委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动议酝酿操作
细则》《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调整方案预
审备案工作的通知》《干部档案管理细
则》《关于进一步加强驻村帮扶精细管理
考核和作风建设的若干措施》等规范性
文件，从源头上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三是难点问题综合施策改。针对一些历

史遗留问题，结合机构改革，加大工作力
度推进整改。

强化督导抓整改

坚持全市组织部门整改工作“一盘
棋”，既通过一周一调度推进部机关整改
落实，又强化对县市区整改任务落实情
况的督促检查。结合基层党建督导和选
人用人交叉检查专项行动，由部务会成
员带队的6个督导组，已完成了一轮对
各县市区巡视整改落实情况的督查。8
月29日，专门召开全市组织部门巡视整
改工作会议，对各县市区整改落实情况
进行调度推进，对整改进展较慢的县市
区委组织部进行了通报批评。

下阶段，市委组织部将继续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为指引，以更高的要求、更实的举措，全
面提升组织工作质量。

(上接1版③） 此次行动在
总体规划上突出检查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和
地方党委政府及部门安全生产领
导和监管责任落实情况。在具体
操作上充分结合各地各行业领域
和时段特点，对今年以来发生过
典型事故的地质灾害、矿山、校
车、农村道路交通、临街门店消
防、重点项目建设等行业领域和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劳动密集
型企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旅
游安全等事故易发的行业领域，

进行重点排查和防控。
市安委会要求，各县市区、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决
克服麻痹松懈和侥幸心理，通过
采取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自查、领
导干部带队督查、属地党委政府
全面排查、监管部门执法检查等
方式，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确保专项整治
行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湖南七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由身有残

疾的杨淑亭于 2016

年12月创办，主要生

产箱包、皮具、塑料制

品等产品。同时，帮

助500多名当地群众

增收，其中残疾人53

人。图为公司员工正

在车间作业。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摄

邵 阳 日 报 9 月 13 日 讯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罗晶）
为提升广大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明晰权利和义务，把握风险和收
益，9月11日，交通银行邵阳分行
营业部走进邵阳市职业技术学
院，面向全校师生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月”现场宣传活动。

交通银行邵阳分行职员向广
大师生发放金融基础知识宣传折

页，就人民币知识、存贷款知识、
征信知识、银行卡安全使用常识、
假币真伪鉴别等方面做出讲解，
在现场演示真假钞鉴别方法，与
现场人员积极互动，解答大家提
出的问题。

交通银行邵阳分行表示，将
通过多次宣传活动，增强消费者
的金融安全意识，把金融知识普
及工作常态化。

交行邵阳分行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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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全能神”的邪书当闲书看

“全能神”是打着宗教旗号招摇撞骗
的邪教组织，它虽然自称是基督教，却又
百般诋毁基督教经典《圣经》，其所谓的

“经典”《话在肉身显现》是“全能神”邪教
组织对信徒进行洗脑的得力工具，信徒
入邪往往是从得到两本邪书开始的。“作
工”的信徒会找到你家里，丢下两本邪书
让你先看看，然后转身走人。如果你拿
起来当闲书随便翻翻，就可能被书中的
邪教歪理引上歧路。其实，这恰恰就像
教学过程中的课前预习，让你在迷迷糊
糊中找出难点，而后带着问题请“老师”

“解疑释惑”。换句话说，前面这些都是

为以后的“课堂授课”做铺垫。过不了几
天，赠你邪书的“老师”就会“登门释
惑”。他们的“授课”方式很别致，会让你

“越释越惑”。于是，你便不自觉地成了
“全能神”的精神俘虏。

别碍于熟人情面“信信试试”

“全能神”邪教组织的传播方式类似
于传销，信徒基本上都是被熟人拉进教
内，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被亲人拉进去
的。人类对亲人的信任感是与生俱来
的，对于作为朋友的熟人的信任感也很
容易建立起来。心理学上有个“自己人
效应”，即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双方关系
良好，一方就更容易接受另一方的某些

观点、立场，甚至对对方提出的难为情的
要求也不太容易拒绝。同样一个观点，
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说的，接受起来就
比较快和容易；如果是自己讨厌的人说
的，就可能本能地加以抵制。“全能神”邪
教组织正是利用这种“自己人效应”发展
信徒的。因为碍于情面，被拉的人即使觉
得“全能神”的那套歪理邪说极不靠谱，也
还是抱着“信信试试”的想法一脚踏进去，
不成想越陷越深，进去后就难以自拔。

（下转7版）

生活中如何防范和抵制邪教“全能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