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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朱杰） 10
月31日下午，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前三季度重点
工作绩效评估指标调度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
青参加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主持会议，市领
导谭学军、李华和、肖拥军、邓联日，市政府秘书长
刘永德参加调度。

会议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全省数据，一项一项
梳理了我市有关指标扣分情况。市统计局、市发改
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等11个单位主要负责人汇
报了前三季度重点工作绩效评估指标任务完成情
况。与会人员不讲成绩、不讲过程，摆出问题、找出
差距、分析原因，有针对性地列出下一步工作措施。

会议指出，开展重点工作绩效评估是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促进各
部门依法行政、勤政为民、改善民生，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信
心，切实增强做好绩效评估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
性。要盯紧年度目标任务，按照市委“保八争七”目
标，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确保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全力对标补差，对症下药，紧跟绩
考这根“指挥棒”，着力强弱项补短板。要紧紧扭住
投资这个“牛鼻子”，狠抓项目建设、实体产业、规模
工业、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财政税收、城乡居民收
入、入规入统等方面工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夯
实基础，鼓足力量。要坚持分块调度，强化部门协
调，对上沟通汇报，搞懂指标的具体概念和深刻内
涵，搞清指标考核数据的来龙去脉，搞准指标扣分
的认定方式，做到心中有数，成竹在胸；对内统筹联
动，做实做强实物量，动态跟踪指标进程，强化预警
提示，及时发现问题，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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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日上午在
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必然要求。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
大、不能弱化，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座谈会。

座谈会上，刘积仁、鲁伟鼎、王小兰、孙飘
扬、卢勇、汤晓鸥、刘汉元、谈剑锋、刘屹、耿哲等
10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就新形势下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发言过程中，习近平
不断提问和插话，就一些问题同民营企业家们
深入交流，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妥善解
决。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表示，我国非公有制经
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
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破
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已
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
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
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
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广大民
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
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
苦创业、不断创新。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
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下转7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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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邵阳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马剑敏
通讯员 周玉良） 11月1日，省政协副
主席胡旭晟率队来邵，调研我市政协工
作和住邵省政协委员履职情况，听取我
市政协和住邵省政协委员对省政协明年
工作的意见建议。

省政协社法委主任李微、副主任刘强
玉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鞠晓阳，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王若波，副主席肖益林、蒋科荣，
市政协党组成员李放文，副主席周晓红、李
少华、郭妤、郑再堂等出席调研座谈会。

调研座谈会上，住邵省政协委员汇
报交流了个人履职情况，并对省政协明
年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胡旭晟介绍了今年省政协工作的主要
内容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充分肯定了我市政
协和住邵省政协委员的履职工作成效。就
做好政协工作和委员履职工作，他强调，要
增强政治意识，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作
用，在履职中推动政协工作落实落地；要增
强主体意识，积极参与省政协的重点履职
工作，在“四个政协”建设中交好委员作业；
要增强质量意识，努力改进工作不足，努力
提高履职的能力和水平。要把提质增效贯
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增强和坚定“工匠”精
神，用心用情用力把每一
次履职活动都做成精品，
确保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胡旭晟表示，将进一步创造条件支持
广大政协委员更好地履职尽责，确保让每
一位政协委员有组织依靠、有履职渠道，
有施展平台。

鞠晓阳从政治引领、政治建设有实
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作为，自身建设有
创新等方面介绍了我市政协工作开展情
况，汇报了自己作为一名住邵省政协委员
的履职情况，并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
的建设工作、加强民主监督工作、加强政协
委员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增强和坚定“工匠精神”交出委员履职精品答卷
胡旭晟率队来邵调研 鞠晓阳出席座谈会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于10月30日至11月30日进驻
湖南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
作。进驻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31-
81110879、专门邮政信箱：湖南省长沙市
A289号邮政信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
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
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
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2018年10月30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湖南省进驻信息 公告

邵阳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肖燕
通讯员 颜文彬 刘胜利） 10月30日
下午，我市“幸福新邵阳”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新闻发布
会举行。市农业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肖
高国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全市农业农
村改革发展情况。

肖高国介绍，40年来，全市农村经济
不断发展，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2017年，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02.4亿元，比
1978年增加477.6亿元。农业结构调整步
伐不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涌向二
三产业，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2017年，全
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756元。

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全市畜牧业
向大而专方向迈进，农业机械化水平不
断提升，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人畜力为主

向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转变。2017
年，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478万千瓦，全
市水田机耕水平达到93％，耕整地基本
实现机械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产
品加工业突飞猛进，农业产业化企业不
断壮大，农村一二三产业蓬勃发展。全市
柑橘年加工量达16.5万吨，居全省第一。
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5623家，实
现年销售收入1043亿元。

农村新业态不断涌现。围绕吃、住、
玩、乐做文章，加快农业与旅游、健康、教

育、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休闲农业、创
意农业、乡村旅游不断发展，“互联网+现
代农业”开始出现。

市农业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刘
勇，市农业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邓作
成，市农业委员会党委委员、市委农村工
作办公室副主任刘文峰分别回答了记者
提问。 （相关报道详见2版）

农村经济不断发展 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高歌猛进

10月31日下午，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急救知识进校园——“小小救护员”
培训活动在双清区中河街小学举行。市中医医院“急救小屋”党员志愿者团队
的志愿者对该校部分学生进行了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知识要领培
训。该团队之前已在市区学校举办了四期“小小救护员”培训。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陈敏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11 月 1 日 讯
（记者 刘小幸） 10月31日至
11月1日，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信
访局局长许忠建一行来邵调研信
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委副书
记、统战部长曹普华主持座谈会，
市领导李志雄、谭学军、肖益林、
戴华峰参加调研或座谈。

今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关于信访工作的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办理巡视
组移交信访件，深入开展“信访
法治化建设年”活动，全力推进

“四大攻坚”和信访“三无”创建，
全面建立“以村为主”信访工作
机制，信访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夯
实，信访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信
访秩序逐步向好。

许忠建对邵阳信访工作取
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
访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贯彻省
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部署，结
合邵阳实际抓好落实落地。要继
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规

范信访业务和优化信访秩序，全
力化解信访突出问题和重点个
案，坚持“解决问题、依法治访”两
手抓，综合施策，千方百计为群众
排忧解难，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的
合法权益，切实践行“为党分忧，
为民解难”的信访使命。

曹普华强调，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
立“抓信访维稳，就是抓发展、就
是抓民生、就是抓基层基础”的观
念，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来抓紧抓
实，确保信访工作年度各项指标
任务圆满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
补齐短板弱项，把问题和意见一
个一个整改到位、一项一项落实
到位。要以开展“信访法治化建设
年”活动为主线，深入落实访诉分
离、依法分类处理和依法逐级走
访等制度，开展“四大攻坚”和“三
无”创建等工作，切实促进信访工
作和信访行为的双向规范，积极
开展实践创新，用新思路解决新
问题、用新方法打开新局面。

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许忠建来邵调研 曹普华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同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举行会谈习近平同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向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习近平向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致贺信致贺信 （均详见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