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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13 人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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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询问

市体育中心场馆是否对外开放
部门回应：
会开放，
正在制定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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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阔的舞台
日

戊戌年九月初三

星期四

更全面的成长

我市小记协与省内 9 家媒体小记协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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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大 力提 高我国自然 灾 害 防 治 能 力
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
主任习近平 10 月 10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习近平在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
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
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规划建设川藏铁路，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定把这
件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
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
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部、
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科技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
的汇报。
会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防灾减灾
救灾成效举世公认。同时，我国自然灾害防治
能力总体还比较弱，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是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关系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也是对我们党
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必须抓紧抓实。

会议强调，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救
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强化综合减灾、统筹抵
御各种自然灾害。要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各方
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自然灾害防治格局；坚持
以人为本，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
持生态优先，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坚
持预防为主，努力把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降至
最低；坚持改革创新，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
防治能力现代化；坚持国际合作，协力推动自然
灾害防治。

邵 阳 日 报 10 月 10 日 讯 （记 者
谢文远） 10 月 10 日，市委书记龚文密在
县市区委书记工作调度会上强调，要始终
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创先争优导向，
补短板强弱项，
对标绩效考核要求，
层层传
导工作压力，
确保圆满完成“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各项工作进入全
省前八位、稳居全省第二方阵首位”
的目标
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讲话，
市委
副书记、统战部长曹普华主持会议，
市政协
主席鞠晓阳出席。
市领导蔡典维、王昌义、李万千、邓广
雁、侯文、朱彤出席会议。
龚文密指出，今年省委对重点工作绩
效评估进行改革，在考核指标中重点设置
了高质量发展、
“三大攻坚战”、党的建设、
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 4 大类。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看待这次
绩效评估改革，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
“指挥棒”进行。现在离年底只有两个多
月时间，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年初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突出问题导
向，积极从思想认识上、工作差距上、方式
方法上查找问题，强化精准调度。要突出
创先争优导向，切实增强创先争优意识，
克服思想上的误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绩效考核指标评

鞠晓阳出席

估的重点工作上来，要通过后两个月的努
力，强弱项、补短板。要对照任务目标，列
出单子，
将工作任务细化到天、具体到人。
龚文密强调，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要
正确处理好产业投资与税收、招商引资与
优化环境的关系，各县市区要扎扎实实抓
产业，要结合实际来招商，不断优化发展
环境。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工作是当前和今后的
一项重要工作，要转变思维方式，树立正
确政绩观念，投资项目做到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不触及地方政府债务红线；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既要克服形式主义，也
要克服官僚主义，相关行业部门要以高度
的责任感，严格落实行业扶贫政策；污染
防治方面，要打好“蓝天保卫战”，确保空
气质量优良，要全面落实河长制。党的建
设方面，要整治软弱涣散的党组织，要严
厉打击与黑恶势力相勾结的违法违纪行
为，要配齐配强基层领导班子。党风廉政
建设方面，要坚持有案必查，有案必立，要
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真心实意
爱惜关心干部。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方
面，要充分认识扫黑除恶的
重要性，加大开展专项行动
的力度，对黑恶势力要从快
从重处理。要加大对基层公

安、消防建设的投入，确保全市消防基层
基础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刘 事 青 指 出 ，要 着 力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提高精准脱贫成效、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营
商环境。要落实中央“六稳”要求，积极防
范就业风险，保障重点产业、项目和企业
融资需求，建设运营好开放平台，落实好
国家和省里优惠政策，抓好“产业项目建
设年”，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稳定运行，确
保社会稳定。要切实完成“三大攻坚战”
年度任务，做好“三保”资金的兜底保障，
抓紧编制隐性债务化解方案，规范政府债
券支出，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要抓好中央
环保督察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群众反
映强烈问题的整改落实。要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保障企业正常运转。
要抓好产业项目建设，加强重大招商项目
的跟踪联系，抓好工业特色产业链发展。
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办好 12 件重点
民生实事，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大祥区蔡锷乡罗士村返
乡农民邓伟军创办的农林专
业合作社优先雇用贫困村民
就业，在该合作社就业的 20
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人
均年收入可达 1.6 万元。图
为 10 月 8 日，村民在该合作
社的特色枣园里忙着采摘酥
脆枣。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胡晓建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10 月 9 日 讯 （记 者
谢文远） 茶叶、饮料、保健品、化妆品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湘商产业园的湖
南青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以青钱
柳为原材料的系列产品从这里不断研
发、
生产出来，
销往全国各地。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特有珍稀植物
——青钱柳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企业，湖南青
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来已经累计
投入 5000 万元完成 3 条现代化生产线的
安装投产，是国内唯一一家青钱柳全产
业链公司。公司有种植基地 7000 余亩，
预计青钱柳茶叶年生产总量达 500 吨，
青钱柳饮料年生产总量达 10000 吨。
食品加工产业是我市传统产业。目
前，
全市拥有食品加工企业1367家，
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186 家，
产值上亿元的企业 96
家，
形成了 7 大细分行业（酒水饮料、
乳制
品、
肉禽制品、
粮油、
果熟制品、
茶叶、
卤豆制
品），
拥有中国驰名商标6个、
省著名商标41
个、
地理标志9个。今年1至8月，
我市食品
加工产业预计可完成总产值180亿元，
同比
增长 12%以上；
14 个重点产业项目已经完
成投资11.2亿元，
为全年任务的74.6%。
科学编制规划。今年以来，市食品
加工产业组先后 3 次组织产业组成员
开展调研、研讨，确定了“做特口味、做
强品牌、做大产业”的产业发展目标。4
月份，市发改委正式批复《邵阳市食品加工产业发展规划
（2018 年-2020 年）和实施办法》。同时，市食品加工产业组组
织相关职能部门广泛收集各项食品产业政策，收集中央、省、
市食品加工产业政策 18 类 179 个文件 3000 多条，编制出《食
品加工产业政策汇编》，发放至 501 家食品企业。通过建立
“网上政策库”，
企业只要扫描二维码即可查询相关产业政策，
得到企业广泛好评。
精心打造公共品牌。围绕茶叶、茶油、乳业等我市特色产
业的品牌建设，
进行探索、论证、启动、申报工作。针对我市现
有茶叶种植面积较大、茶叶资源丰富、品种多、品牌知名度不
高的特点，积极打造茶叶公共品牌建设。今年 6 月份，全市组
织相关职能部门、市农发行、市茶叶协会及部分茶企负责人专
门到外地调研，学习“岳阳黄茶”
“安化黑茶”等品牌打造的成
功经验。同时，
为扩大我市食品加工企业在全省、全国的市场
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多次组织食品企业参加展销会，
尤其是今
年 4 月份，利用“湖南春季乡村旅游节”在武冈举办的契机，在
武冈荷塘小镇举办“奇美邵阳·食品荟萃馆”，组织全市 30 多
家食品加工企业参展，对我市食品加工产业进行了全方位展
示，
得到社会好评。

精心打造品牌

刘事青讲话 曹普华主持

科学编制规划

对标绩效考核要求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我市加快推进食品加工产业发展

龚文密在县市区委书记工作调度会上强调

会议指出，
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推动
建设若干重点工程。要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
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实施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工程，恢复森林、草原、河
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实施海岸带
保护修复工程，
建设生态海堤，
提升抵御台风、
风
暴潮等海洋灾害能力；
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
加固工程，提高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抗旱水
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实施地质
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落实好“十
三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实施应急救援中
心建设工程，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实
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
提高多灾种和
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
力；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加
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
提高我国救援队伍专业化
技术装备水平。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民族
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需要，是
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治藏方略的重大举措。要把握好科学规
划、技术支撑、保护生态、安全可靠的总体思路，
加强统一领导，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加强建设运
营资金保障，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程规划建设。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