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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袁枫） 10 月 31 日下午，副市长蒋
志刚到新宁县督查环保问题整改工
作时要求，盯死看牢环保问题，确保
如期整改到位。

在崀山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附近，
蒋志刚检查了夫夷水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污染防控应急设施，了解设
备运行情况，要求举一反三，完善污
染防控应急体系，确
保对环保督察发现的
问题整改一步到位。

在崀山镇崀芴村，蒋志刚检查了该村
农家乐关停搬迁情况，向农家乐经营
业主宣讲环保政策，要求随行县乡镇
有关负责人切实履行职责、盯死看
牢，确保不反弹。在清江桥乡五里矿
业，蒋志刚检查了矿区固废清理填埋
情况，实地查看固废填埋场，要求相
关责任单位因地制宜，科学选址，确
保按既定时限完成整改任务。

盯牢环保问题 如期整改到位

邵阳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杨波）
10月31日上午，2018年度全市贫困退
出验收核查工作培训班在市区举办。
副市长肖拥军出席并讲话。

根据《2018年湖南省贫困退出实
施方案》安排，2018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9年1月30日，省扶贫领导小组对全
省贫困退出工作将进行实地评估检查。
之后，2019年初中央将开展省际交叉检
查、第三方评估和脱贫摘帽评估检查。

肖拥军指出，要认清目的意义，坚
持严的标准、严的程序、严的作风，求
真务实，全力做好此次考核验收工作。
要弄清标准流程，把握工作重点，明确
重点内容，熟悉抽验程序，掌握工作要
求，做到熟练运用、规范操作，从严从
实做好抽查验收和评估工作，确保抽
查验收工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要严
肃工作纪律，按照严格、规范、透明的
要求，把考核验收做具体、做细致。

贫困退出验收核查工作如何开展？
我市就此举办专门培训班

邵阳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阮建安） 10 月 30 日，市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戴华峰到
扶贫点新邵县寸石镇和谐村走访慰
问，并为该村党员上党课。

戴华峰在慰问了多名困难老党员
后，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赢脱贫攻
坚战”为主题，为党员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党课。他指出，消除贫穷，实现共同富
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新时代共产党
人的重大政治任务；在脱贫攻坚战中，
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戴华峰强调，和谐村全体党员要

增强组织归宿感，发自内心热爱党；要
增强政治责任感，跳出小我维护党；要
增强工作使命感，模范带头兴旺党。要
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脱贫攻坚战
中，每名党员要重点联系帮扶一名贫
困群众。要立足农村广阔天地，用智慧
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不断完成党组
织交给的任务，为党旗增光，为家园添
彩，为群众造福。

牢记使命打赢脱贫攻坚战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02.4亿
元，比1978年增加477.6亿元；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为333.47亿元，比1978年
增长40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56元，比1978年的72.4元增长了
148 倍；粮食总产量 355.26 万吨，比
1978 年 增 加 151.66 万 吨 ，增 长
74.5%……

40年春风化雨，40年砥砺奋进。
一组组有力的数据，见证着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市农业农村发展的铿锵步
伐和丰硕成果，凸显着“三农”面貌翻
天覆地的喜人变化。

农村经济阔步发展

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

40年来，我市农业结构调整步伐
不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涌向
二三产业。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尤其
是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年均增速达
11.76%。2017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0756 元，比 1978 年的
72.4元增长148倍。

随着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农产
品生产效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进
一步激发，粮油、蔬菜、水果、肉类、水
产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明显增加。2017
年，全市粮食总产 355.26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74.5%；油料总产21.2万
吨，比1978年增长794.5%；橘橙总产
50.76万吨，比1978年增长71.5倍；中
药材播种面积72万亩，比1978年增加
67.89万亩。

2017年，全市亩产值5万元以上

的大棚蔬菜达到4万余亩，比1978年
增长 10 倍多；高效延季特色蔬菜 15
万亩，比1978年增长15倍。全市畜牧
业向大而专的方向迈进，2017年，全
市出栏生猪 1005 万头，比 1978 年增
加 828 万头；出栏肉牛 34 万头、肉羊
58万只，分别比1978年增加29万头、
56万只；出笼家禽4558万羽，比1978
年增加3829万羽；水产品产量9.4万
吨，比 1978 年增加 8.1 万吨。生猪生
产完全实现专业化规模化。2017年全
市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165 万亩，比
1978年增加97.3万亩，茶油产量达到
2.5万余吨。

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新型经营快速发展

40年来，我市在加快农业机械化
进程方面积极探索，特别是实施购机
补贴政策和“百企千社万户”工程以
来，农机化发展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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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万千瓦，农业机械原值
22.41亿元。至2017年，水稻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6％，接近机械
化高级阶段。农机作业领域由粮食作
物向经济作物、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
业、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
业全面发展。

40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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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市
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 5623 家，实

现年销售收入 1043 亿元。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87家，其中国
家级2家、省级47家。全市柑橘年加
工16.5万吨，居全省第一。园区建设
有力推进，全市共建成省级现代农业
特色产业园40家。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地
涌现。2017年，全市耕地流转总面积
172 万 亩 ，占 承 包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28.9%；全市流转耕地30亩以上的种
粮大户达到11782户；家庭农场发展
到 345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
到3283家，基本实现了每个村有1至
2个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分社。

新的业态不断涌现

技术支撑更加有力

我市围绕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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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市休闲农庄
发展到156家，农家乐发展到2644家，
接待游客 2104 万人次，经营收入达
25.27亿元。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等大
型知名平台纷纷入驻，“淘宝新邵馆”
等县级特色平台上线运行。2017年，
全市开展农业电子商务的主体发展
到1600余个。

（下转5版）

农民更富 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成就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颜文彬 刘胜利

11月1日是全

省人防警报试鸣

日，大祥区西直街

小学四年级和五年

级学生 1200 余人

在该区人防办组织

下开展人防疏散演

练，并进行了多种

形式的人防知识宣

讲。图为区人防办

负责人在上人防知

识课。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摄

邵阳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袁渊） 10 月 30 日，受市委
委托，市委统战部组织部分党外人士
代表开展“喜看新成就·同心赞邵阳·
共谋新发展”考察谈心活动。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及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代表参加。

活动中，党外人士代表考察了中
电彩虹（邵阳）特种玻璃、邵东隆源集
团、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项
目，切身感受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邵阳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加坚

定了“不忘合作初心、共担历史使命”
的信心和决心。

党外人士代表在交流谈心时一
致认为，新成就值得自豪，新邵阳值
得点赞，新发展值得奋斗。这次活动
通过“看”提振了发展信心，通过

“赞”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
过“谋”凝聚了智慧力量，通过“谈”
交流了思想感情。大家一致表示，要
提升政治水平、当好挚友，自觉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旗帜鲜明讲政
治，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
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
者、捍卫者；要提升政党协商质量、
当好参谋，协商发言要言之有据、言
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要提
升参政议政能力、当好帮手，参政参
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做
到建言献策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
有温度又有高度；要提升民主监督
实效、当好同事，努力担当作为，与
市委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
行，为推进“二中心一枢纽”建设发
挥积极作用。

喜看新成就 同心赞邵阳 共谋新发展

我市组织党外人士代表开展考察谈心活动

邵阳日报11月 1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贺上升） “这次
土地确权发证，通过电子仪器测量和
现场勘界，面积准确无误，界线明确，
以后我们土地流转有了法律凭证就
放心了。”10 月 26 日，隆回县滩头镇
首批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民

罗志军高兴地说。
滩头镇辖 31 个行政村，耕地面

积 62846 亩。自今年 3 月开展土地确
权工作以来，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土地确权专项工作会
议，部署土地确权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该镇已经完成土地确

权一二轮图表的公示和纠错，自查工
作已 100%完成，正录入土地确权数
据，分批次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二代

“身份证”。
据悉，此次土地确权工作的开

展，有效地解决了该镇农村土地承包
长期存在的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
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
问题；有利于杜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随意调整农民承包地行为的发生，让
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吃上“定心丸”，有
利于盘活土地资源。

滩头镇完成6万多亩土地确权

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邵阳日报 11月 1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朱勋） 11月1日，全
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
会议精神，部署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在邵阳分
会场参加会议。

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
理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通报了当前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岁末年关重
点工作安排。会议指出，岁末年关将至，
全省上下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狠抓责任与工作落实，狠抓重点行业和
领域，全力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

随后，邵阳召开了全市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目前市、县机构
改革正在推进当中，全市上下要保持思

想不乱，队伍不散，确保改革期间安全
生产工作责任不缺位、工作不断档。全
体安全监管执法人员要保持高度警惕，
始终做到力度不减，目标不松，确保全
市岁末年关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要突出
重点时段和重要节点，紧盯事故易发多
发、高风险行业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
排查治理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事
故控制能力。各级安委办要强化督查，
对工作不作为、不担当，重大隐患整改
不力、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
法依规查处，严肃问责。同时，要广泛发
动人民群众，集中社会力量，毫不手软
地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形
成安全生产全社会齐抓共管新局面。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省、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蔡典维出席邵阳分会场会议

邵阳日报11月1日讯（通讯员
尹锦明 贺华松） 10 月 31 日，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昌义带队到绥
宁县督察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在长铺子乡冻坡砖厂，王昌义
仔细查看该砖厂“两断三清”、覆绿
到位情况，并向相关负责人详细了
解后续跟进措施。在绿洲化工有限
公司车间，王昌义仔细过问了厂区
雨污分流、污水外排情况，要求该厂
严格落实国家环保标准。

座谈会上，王昌义指出，绥宁最
大、最好、最有价值的资本就是绿水
青山，该县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
作有动作、有进展、有成效，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就如何进一步抓好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工作，王昌义强调，一是要坚
持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
脑，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
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保护好绿水青
山就是最大政绩的发展理念。二是
要真改实改快改，以督察整改为抓
手，凡是中央、省市交办的环保问题
一律要彻底整改到位，严肃查处表面
整改、假装整改和敷衍整改等问题。
三是要以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为目标，描绘好绥宁县未来的
发展蓝图，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坚
定不移地走生态立县、强县之路。

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县强县之路
王昌义到绥宁督察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