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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9 月 25 日讯 （记者
谢文远） 9月25日下午，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主持召开市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蒋耀华、刘德胜、赵为
济、秦立军、唐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禹志加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
于协调推进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工作情况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民族华
侨外事委员会关于协调推进侗族村寨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调研报
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民
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听取市人大
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工
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
民政府贯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情况及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城乡
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检查本

市贯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情况
报告；听取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
护委员会关于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度规划实
施计划实施情况报告（书面）。

会议指出，绥宁侗族文化深厚，侗
寨依山而建，木结构建筑工艺精湛，历
史文物古迹保存完整，具有很高的艺术
价值、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要注重协
调村民生活发展需求和侗寨原始风貌
保留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控制、管理、引
导侗寨建设，整合力量，确保申遗基础
设施建设和保护工作有效推进。要深
入挖掘绥宁侗寨独特森林生态文化的
核心价值，对照申报要求和评估论证程
序，进一步采集基础信息数据，高标准、
高质量编制申遗的正式文本。

会议指出，民事行政检察是检察机
关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工作，全市检察

机关要进一步提高对民事行政检察工
作的认识，更新执法理念，加大监督力
度，强化公益诉讼，切实提高执法能力，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营造
诚信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有力的
司法保障。

会议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
境保护工作，把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法》《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改善
大气质量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全市环保
部门要加强监管执法、风险防控和能力
建设，重点抓好大气、水、土壤和管理体
制改革四大任务，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
全市规划工作要始终突出规划引领，大
力提升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指导性和
权威性，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创新规划管
理体制，推动规划事业迈上新台阶。

会议还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召开第十六次会议
龚文密主持

邵阳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谢文远） 我市通过不断完善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基础，加强企业服务，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今
年1至8月，全市17个电子信息产
业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6.1亿
元，为年度计划的63.6％，彩虹玻璃
完成投资2.9亿元，将于10月份点
火生产；凯通电子完成投资1亿元，
已于8月份开始试产；讯源电子投
资8000万元的LED驱动电源建设
项目已完成厂房装修和设备调试，
预计10月份正式生产。

今年以来，全市按照“一谷、三
园、五基地”的发展思路，积极推进
电子信息专业园区建设，启动“中国
邵阳特种玻璃谷”的规划工作，拟请
中电光谷进行规划设计，初步规划
建设用地3000亩。邵东电子科技
园完成投资1.2亿元，已建设2栋办
公楼和宿舍，厂房预计于年底建成
竣工。洞口慧创电子产业园、新宁
县永安电子产业园等电子信息产业
园建设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不断完善产业基础。一方面
加快全市宽带网络建设，我市在去
年获得全国第二批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又成功申报

2018年全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城
市，为我市带来2亿元通信建设投
入。我市4家通信企业积极争取省
公司支持，1至7月累计投入资金
7.6亿元，新建基站696个，新增通
宽带行政村1298个，新建铁塔158
座。全市宽带网络全覆盖的目标有
望于今年提前实现。另一方面提升
本土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今年全
面开展“中小企业上云行动”，上半
年累计完成“上云”企业7000余家。

大力开展企业服务。今年，我市
将彩虹玻璃、分享通信、讯源电子
等电子信息重点企业纳入市重点
工业企业“精准帮扶”范围，进行

“一对一”重点帮扶，帮助企业排忧
解难。组织源创科技、万脉医疗等
10余家信息服务企业报省移动互
联网产业项目，推荐讯源电子公司
进入制造强省专项资金笼子。主
动为招商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项目落地投产中的
各类难题，促进项目早落地、早投
产。我市去年新引进的湖南群辉
光电、湖南英联电子、湖南普菲光
电产值分别达到 4039 万元、4075
万元、3070万元，迅速成长为规模
企业。

不断完善产业基础 大力加强企业服务

我市电子信息产业
发 展 步 入 快 车 道

武冈市纪委监委把抓好中央
第八巡视组和省委第三巡视组反
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作为当前一
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狠抓落实，
高标准严要求有序推进巡视整改
工作。

为推动巡视整改工作，武冈市
纪委监委成立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出台整改方案，严格对标“反馈
意见整改100%、巡视组移交问题线
索核查处置100%、巡视组移交信访
件办理100%”的要求，强化措施全力

整改。对由市纪委监委牵头负责整
改的10项问题，逐项拿出详细清单，
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整
改时间及工作要求，制定整改措施76
条，严格按照整改时限要求，倒排时
间节点，实行台账式和销号式管理，
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及时“清零”。
截至目前，已完成7项，3项取得阶
段性成果，落实整改措施 52 条。

（下转2版）

武冈市纪委监委：

高标准严要求有序推进巡视整改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通讯员 徐小波 周维标

免去：
龚文卿的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邓亮华的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青云的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8年9月25日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时，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527名。此后，有2名代表出缺：即大祥区选举的姚刚要
辞职，绥宁县选举的袁景甫被罢免代表资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规定，姚刚要、袁景
甫的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现在，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5名。
特此公告。

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9月25日

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邵阳日报9月25日讯 （通讯员
张雪珊 刘锦纯 肖荣） 9月19日下
午，双清区滨江街道办事处举行第一届

“双十最美”评选活动颁奖典礼。颁奖
现场，各组获奖家庭欢乐开怀，共同感
受家的和谐与温馨，展现家的魅力和风
采。这是双清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大力弘扬文明新风的一个缩影。

根据市文明委的统一部署，双清区
今年全面启动“双十最美”评选活动，通
过加大宣传力度，在各乡镇、街道张贴
创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双十最

美”宣传标语、大型画报，布置各类橱
窗、展板、墙报，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
农村“村村响”大密度高频率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等文明
建设内容宣传；深入开展行业文明建
设，督促窗口单位从业人员加强行风建
设，教育引导从业人员礼貌待人、规范
服务。广泛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为市民提供交通劝导、法律咨询、扶老
携幼等服务。在基层一线挖掘、培育一
大批典型素材，通过不断发掘、推介、评
选、宣传各个层面的道德典型，积极引

导群众广泛参与，形成道德典型不断涌
现、榜样效应全面凸显、崇德向善深入
人心的生动局面。

该区通过表彰“十大最美家庭”“十
大最美婆媳”，将家庭美德故事不断传
播和升华，通过弘扬社会正能量，弘扬
中华民族孝老爱亲、夫妻和睦、教子有
方、邻里和睦、婆媳融洽的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多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宣传评
选活动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实际行动
带动家庭、影响社区、推动社会，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富饶美丽幸福双清
提供强大的道德支撑。

双清区“双十最美”弘扬文明新风

邵阳日报9月 25日讯 （记 者
宁如娟 通讯员 谢凌） 9月18日上
午，市住建局就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对
洞口县住建局、安监站负责人及部分建筑
施工、建设、监理单位代表进行集体约谈，
以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确保全市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今年来，市住建局建筑工程安全监
督站抓住主要问题、关键环节和要害部

位，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和隐患排查，做到“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确保建筑施工安全形
势持续平稳可控。在安全生产检查中，
市住建局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发现仍
有一些施工、监理单位及监管部门存在
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并对这些
单位进行约谈，严格责任追究。

下阶段，市住建局将加强建筑工程
安全监管力度，对全市在建项目进行全
覆盖检查，督促项目参建各方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并
要求各县（市）区主管部门切实加强层
级监管。同时，构建安全监管长效机
制，建立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制
度，对考核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专函
督办和约谈，督促各县（市）区主管部门
履行监管职责。

住建部门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监管

隆回县中民
筑友房屋科技有
限公司为中民筑
友房屋科技有限
公司直属子公司，
是邵阳地区首家
成套装配式建筑
生产、施工企业，
计划投资1.1亿元
人 民 币 。 项 目
2017 年 5 月开工
建设，预计 2019
年 9 月全部建成
投产。项目全部
建成投产后，预计
年产值超过 3 亿
元，创造利税超过
3000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100个。
邵阳日报记者

谢文远 摄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
胡璐 陈炜伟） 为提高财政资源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我国力争用3至5年
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25 日正式公
布。这一顶层设计旨在破解当前预算
绩效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动

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提高公共服务供给
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意见提出要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
理格局，实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将各级
政府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确保财政资源高
效配置，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实施部门和
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将部门和单位预算
收支全面纳入绩效管理，推动提高部门
和单位整体绩效水平； （下转7版）

我国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我国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