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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9 月 25 日 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陈慧
朱勋） 9月20日上午，市政府组
织召开会议，专题调度全市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重点学习贯彻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衡东9·12故意
驾车伤人案”重要指示精神以及
省委书记杜家毫贯彻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的批示精神，对下阶段
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
部署、再落实。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
维主持调度会并讲话。

市安委办通报了全市安全生
产情况，分析了全市在道路交通、
消防、煤矿、教育、非煤矿山、成品
油、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旅游、建
筑工地、电梯、城镇燃气等可能发
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重点领域和重
要环节的安全生产形势。

会议要求，要抓住关键，切实
对标《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规定》要求，推动各级党
政领导干部对标对表履行自身肩
负的安全生产责任，不断完善组
织体系，选取配备精兵强将，畅通
联防联动机制，强化监管能力建
设，有效延伸工作手臂，坚持靠前

指挥调度，坚决扛起“促一方发
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会议强调，要抓住重点，扎实
开展好安全生产“秋季攻势”专项
整治行动。要严格按照《湖南省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重点督促压实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把人人服从管
理的“要我安全”意识转变成人人
自主管理的“我要安全”意识，真
正把最基层力量动员起来，把隐
患消除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领导干部要坚持带队督查，一线
人员要严格执法执纪，迅速掀起
安全生产“秋季攻势”高潮。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公共
安全的防范防控工作。细致梳理
各行业各领域隐患问题，及时共享
信息，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
力，开展联打联治。特别是对一些
多个部门负责监管的企业，一些涉
嫌违反多个法律、法规的行为，一
些一个两个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些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有
倾向性的重大安全隐患，就要由几
个部门共同出面，联合执法，提高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反应速度、制止
力度、制止效果和查处效率。

市政府专题调度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扎实推动安全生产秋季攻势
切实防范公共安全事件发生

邵 阳 日 报 9 月 25 日 讯
（记者 马剑敏 通讯员 毛超
林 陈湘林） 9月20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邓广
雁率队到大祥区、双清区人流密集
场所、高危行业，采取明察与暗访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安全生产督查
工作。

邓广雁一行先后来到大祥
区和兴宜景建筑工地、汽车南
站、顺通加油站，双清区友谊阿
波罗国际广场、中石化邵阳油
库等地，对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管理制度的落实、安全防护设
施的设置、消防器材的配备等
情况进行详细的督导检查，现
场翻阅《营运客车安全例行
检查报告单》《加油站事故
隐患台账》等相关资料，查

看各企业、人流密集场所的监
控录像，并对安全生产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邓广雁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统一思想认识。安全生产无小事，
关乎百姓的生命财产，关乎地方的
平安稳定。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
这根弦，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要进
一步压实责任，明确责任主体，层
层分解责任，积极履职，担当有为；
要加强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工
作措施，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于
整改不及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问题，要严肃追责；对于整改到位
的问题要开展回头看，杜绝反弹，
坚决整改落实到位。

压实责任 强化措施 确保安全
邓广雁现场督查大祥、双清区安全生产工作

今年森林蓄积量可达 10 万立方
米，比2015年增加1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可达29.3%，比2015年增长0.3%；
森林生态效益从7000万元增加到8000
万元。双清区全面实施“生态立区”战
略，大力推进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
以来，不断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实现了
森林蓄积量与森林覆盖率双增长，森
林生态效益增加的目标。

为切实做好森林禁伐减伐工作，
双清区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以副区
长为组长，区农办、财政局、发改委、农
林水局、住建局等单位一把手为副组
长的“三年行动”领导小组。方案实施
前，该区聘请工程师，对全区森林资源
展开全面清查，对每个村的森林经营
现状进行调查，弄清各村森林管护的

成功经验和薄弱环节，了解民情民意，
在实施方案中有针对性地提出森林禁
伐减伐方式和管护措施。2015 年 12
月，该区出台实施方案。同时，区政府
将实施森林三年禁伐减伐工作列入全
区农村工作年度考核内容，与各乡镇
（街道）签订有关责任状，层层压实责
任。区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
下，安排5万元/年的工作经费，要求各
乡镇禁伐减伐工作经费不得少于3万
元/年，确保禁伐工作落到实处。

该区农林水局对森林禁伐减伐工
作建立督促检查制度，在实行森林禁伐
减伐三年期间，除重点工程占用林地
外，杜绝林木采伐审批，在征占用林地
上严格把关。临时性占用林地原则上
不审批，总体原则以保护森林资源为首

要任务。对禁伐范围内的乱砍滥伐等
涉林违法行为，坚决依法查处到位。

为加强森林巡查保护力度，该区实
行护林员全覆盖，每村聘请1-2名护林
员，每个护林员巡查不少于 2 次/天。
发生森林火灾务必第一时间上报，及时
组织人员扑救，发现乱砍滥伐、毁林行
为立即制止，并配合相关部门对违法人
员处置到位。护林人员实行年度考核
制，不合格者下年不能续聘。

如今，双清区水土流失明显减轻，
空气更加清新，生态建设大大加强，稳步
推动“绿水长流，青山常绿”目标的实现。

三年禁伐立起生三年禁伐立起生态双清态双清
——邵阳市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系列报道之九

邵阳日报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刘 巍 尹俊博

两年前，世界500强、中国地产三
强企业碧桂园进军我市，如今在我市
城区拥有邵阳碧桂园、碧桂园·宝庆
府、碧桂园·紫薇上城三个项目。此次
房交会，碧桂园三盘联动，并为庆祝入
驻邵阳两周年，推出5重豪礼优惠政
策：聚惠85折限量68套（车位、一口价
房源除外）；凤凰通推荐成交享丰厚佣
金；来访可参与整点抽奖赢取精美礼
品；凭项目宣传单可参与各项目国庆
定制活动；购房享认购砸金蛋送品牌
家电活动，回馈广大购房者的支持。

邵阳碧桂园——滨水智慧华
宅。邵阳碧桂园是碧桂园集团在湖
南打造的第 26 个高端洋房别墅社
区，项目择址宝庆新城，处于新城市
府核心板块，紧邻文化艺术中心。项
目总占地面积约273亩，总建筑面积

44.51万平方米，绿地率35%，主要由
洋房、别墅、商业组成。2016年10月
首期开盘，2017 年 6 月二期开盘，整
个项目规划 3000 余套，目前销售主
力面积段 117㎡-228㎡的三房至五
房滨水智慧华宅。

碧桂园·宝庆府——传世名门府
邸。碧桂园·宝庆府是碧桂园集团在
湖南的首个府系精工项目，项目择址
佘湖新城城央板块，总占地面积约
211 亩，主要以 119㎡-273㎡智慧府
邸和 50㎡-90㎡临街社区铺为主。
碧桂园·宝庆府拥有三横两纵立体式
交通网，邵阳大道和宝庆路雄踞南
北，通过建设路的连接可快速达到市
区的各个角落，外加 5 条公交线路，
便利的交通可让业主快速畅享友阿
购物中心等繁华购物商圈。

碧桂园·紫薇上城——主打紫薇
公园里的精智洋房理念。该项目精心
选址紫薇山，双龙以傲人磅礴之势盘踞
山顶，俯瞰全城。紫薇上城项目总占地
面积约312亩，容积率低至1.67，产品主
要以88㎡-260㎡花园洋房为主。项目
坐拥紫薇山，揽全城美景，将致力打造
邵阳城央半山观景智慧华宅。

紫薇上城除坐拥植被覆盖率超
70%的城市绿肺——紫薇公园外，还拥
有两横两纵立体式交通网，宝庆主干
道和邵阳大道雄踞南北，邵石路和昭
阳路贯穿东西，大坡岭隧道开通在
即。除此之外，该项目毗邻红星美凯
龙、肯德基、步步高生活超市和潇湘国
际影城，自带商业街享受一站式购
物。社区内配备多种智能安防设备，
居住更加舒适安心。

绿意盎然的邵阳碧桂园外景绿意盎然的邵阳碧桂园外景。。

中共党员，市农民素质教育
办公室（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邵
阳分校）原主任（校长）许第宏同
志，因病于2018年9月23日22时
01分逝世，享年63岁。

许第宏同志逝世

邵阳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蔡越姝） 9 月 17
日晚，在邵东县昭阳公园附近，一男
子在路上向行人发放涉黄卡片时，
被民警逮个正着。

当晚，邵东县公安局红土岭派出
所民警获得线索：有人在向行人发放
涉黄卡片。该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
行调查。民警在蹲
守时发现一男子手
上拿着一些纸质卡
片向过往行人发放，
便立即上前将男子
抓获，并当场从男子
手上查获多张涉黄
卡片。经查，该男子
姓吴，受胡某平招聘
为其分发涉黄卡片，
胡某平给吴某的工
资是50元一天，每
月一结。今年9月

以来，吴某在晚上通过向路人发放涉
黄卡片进行招嫖，至今已分发了上千
张卡片。目前，胡某平、吴某已被邵
东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发放不雅卡片被拘留

碧桂园三盘联动房交会
“碧”有一套适合您

记 者 童中涵

（上接1版） 同时，注重建立长效机
制，制订出台《武冈市建立乡科级实职
干部个人廉政档案工作方案》等相关
制度5项。优质高效办理巡视交办信
访件，截至目前，中央第八巡视组和省
委第三巡视组移交的246件信访件、交
办函及问题线索，除2个问题线索正在
立案审查、1个问题线索正在初核外，
其他已全部办结。诫勉批评69人；党
纪立案111件，党纪处分80人；政务立

案2人，政务处分2人；政纪立案6人；
移送起诉1人。

强化督导压实整改责任。成立 5
个督导组，对武冈全市巡视整改进展情
况开展督导。现已发出督办函16份，约
谈单位负责人7人次，发出督查通报1
期。坚持把监督挺在前面，聚焦扶贫领
域，开展暗访督查4次，发出督查通报2
期，积极配合武冈市委18个督导组逐
月开展常态化督导。1至8月，共处置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104件，
诫勉谈话28人，党政纪立案37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32人次。对6个乡镇（街
道）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共发现问
题818个，其中立行立改问题604个，反
馈整改问题 189 个，移交问题线索 25
个。深化“纠四风、治陋习”和“四治四
提”等专项整治，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案件28件，给予
党政纪处分2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