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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

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均详见7版）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如何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寻求新动能？怎样弘扬
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近日，在亚洲
富士电梯、阳光发品、宝东农牧等企业，市委
宣讲小分队用一个个与企业员工相关的话题
讲述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讲解通俗易懂，
加深了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也让我
们对国家政策和形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企业职工纷纷说。这是我市“六大微课堂”宣
讲小分队今年第四轮宣讲，至此市委宣讲小
分队今年已开展宣讲近1000场次，各县市区
的同步宣讲也在进行之中。

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大市，如何实现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入“寻常百姓家”？市委按照中
央、省委“七进”的要求，从今年1月起，在全
市城乡基层开展进农村入农家、进企业入车
间、进机关入支部、进校园入班级、进社区入
小区、进网络入基层的农家、车间、党日、班
级、小区、网络“六大微课堂”宣讲，打通理论
宣讲“最后一公里”，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和政
策全领域学习、全地域覆盖、全时域推进。“六
大微课堂”的做法先后得到新华社、人民网、
湖南日报等媒体的报道和中宣部《每日要情》
的推介。

整合力量下基层

面对广大基层，单靠社科理论工作力
量去开展宣传工作，显然不够。为解决好
理论宣讲队伍力量不足的难题，我市集聚各
类资源，整合各方力量推进。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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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11 月 8 日 讯
（记者 刘小幸 申兴刚） 11
月8日，我市召开庆祝第十九个
中国记者节暨“德业双优”新闻
工作者表彰会，交流经验，表彰
先进，激励全市新闻工作者砥
砺前行。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全市
“德业双优”新闻工作者的决
定》，并对黄仁发、李亮等 22 名

“德业双优”新闻工作者颁发荣
誉证书。4位“德业双优”新闻工

作者从不同角度畅谈了践行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恪守职业道
德，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
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和思考。

会上，邵阳市新闻工作者协
会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市新闻工
作者认真贯彻全国、全省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精神，牢记职责使
命，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把自己锻炼成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
放心的新闻工作者。

我市表彰22名“德业双优”新闻工作者

邵阳日报 11 月 8 日讯 （记 者
朱杰） 11 月 8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事青率市环保、安监、国土、经信委
等部门负责人，前往邵东县、北塔区现场
督办环保整改重点交办件的办理工作。
刘事青强调，要切实强化责任，坚持高位
推动，确保环保整改早见成效，惠及更大
民生。

市政府秘书长刘永德参加。
位于邵东县火厂坪镇的鸿运采石

场，安全生产许可证已于今年 3 月份到
期，目前正处于停工整改阶段。刘事青
现场查看了采石场的相关情况，一再叮
嘱邵东县以及乡镇相关负责人，要强化
宗旨观念和民本情怀，始终站在群众角
度，深入问题一线，积极主动与依法反映
问题的群众交心交流，一方面听取群众

合法诉求，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把政
府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和措施告知群众，
畅通沟通机制，接受群众监督。刘事青强
调，要严格监管执法，凡属证照不全、环保
条件不达标的，一律不得生产，县、乡镇以
及相关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职，确保全天候
的监管不缺失。

在北塔区创业纸业有限公司，刘事青
详细了解了该企业各个生产流程，并进入
在线监测机房和污水处理设施等场地实地
督查，对该企业存在的在线监测设置不规
范等问题现场签署督办令，要求限期整改
到位。刘事青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
综合工程，政府、企业以及第三方监测机
构，必须各负其责，坚决落实生态环保工作
主体责任，真正做到“管发展必须管环保、
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

共同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而努力。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有少数不法分

子在市区资江河段电麻鱼的行为，刘事
青强调，市、区、乡镇（街道）、社区要形成
合力，联防联动，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重
拳整治电麻鱼非法行为。

在各处的现场督办中，刘事青一再强
调，全市上下要高度重视环保整改工作，
坚持高位推动，所有交办件，要以市委、市
政府督办令的形式直接交付给各县市区
党政一把手，并同时交付联点市委常委和
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立行立改，限期完成；
所有重点交办件，市政府自我加压，全部
由市长现场督办，强力推进整改落实。

刘事青现场督办环保整改重点交办件办理工作

强化责任高位推动 确保整改见效惠民

邵阳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朱 杰
通讯员 朱勋 石文斌） 11月7日至8
日，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李大剑来邵调研
城市公共交通安全运行、森林防火和应
急管理等工作。市领导刘事青、蔡典维、
谭学军参加。

为深刻吸取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
故教训，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确
保悲剧不在湖南重演，城市公共交通安
全运行工作是李大剑此行调研的重点。
11月7日上午，李大剑一行到邵后，直插
现场，到邵阳扬子巴士公司调研公司运

行情况，到雪峰大桥和西湖桥现场查看
城市桥梁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情况。随
后，组织召开了公交安全专题座谈会，征
求安全工作意见建议。

李大剑指出，城市公交安全连着千
家万户，是至关重要的民生工作。邵阳
各级各有关部门在思想上要坚持生命至
上、安全第一的发展思想，切实扛起“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事故就在身边，隐患就在脚下。”李
大剑要求，要把城市公共交通安全建设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强有力的具体

措施加以落实。在问题上要全面排查、
充分暴露；在行动上要坚决果敢、具体有
力；在推进上要急用先行、行稳致远；在
责任上要清晰明了、分工合作，形成齐抓
共管的强大合力。

在邵期间，李大剑一行还检查了沪
昆高速隆回段的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情
况，调研了洞口县森林防火工作及邵阳
市矿山救护支队应急管理工作。

李大剑来邵调研

齐抓共管 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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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上午，为期4天的湖南省高职院校教职工“院长杯”第
十届羽毛球赛暨第一届乒乓球赛在邵阳职院拉开战幕。赛事由湖
南省职成教学会高职教育与体育类专业委员会主办，邵阳职院承
办。全省高职院校22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参赛。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曾云 刘美丽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 11 月 7 日讯 （记 者
陈红云） 1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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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市卫生计生委党
委书记、主任刘晓江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
来我市在卫生计生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刘晓江介绍，改革开放40年来，我市
卫生计生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
市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改善；医疗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卫生人才队

伍不断发展壮大；各类重大传染病得到有
效控制。卫生计生事业从单纯的治病走
向防病，从单一的医疗服务走向集医疗预
防保健为一体的全方位健康服务。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市卫生计生委在
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加强疾病预防控
制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市传染病的发
病率、死亡率分别由1978年的1477.40/10
万、10.02/10万下降到2017年的454.31/10
万、1.57/10万。到2017年底，全市累计建
立城乡居民电子规范化健康档案645.78

万份，规范化建档率为88.9%。目前全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建了1856个家庭医
师签约服务团队，签约服务总人数达260
万人，签约覆盖率达36%。

全市医疗机构数由改革开放前的166
所，增加到现在的6698所；二级医疗机构
由改革开放前的23所，增加到现在的74
所；三级医疗机构由改革开放前的2所，增
加到现在的8所。总床位数由改革开放前
的9530张，增加到现在的28230张。截至
2017年，全市有医护专业技术人员27543
人，每千人口医师数为1.87人，每千人口注
册护士数为1.92人。 （下转2版）

全市医疗机构数由改革开放前的166所，增加到现在的6698所

“健康邵阳”铿锵前行

邵阳日报 11 月 8 日讯 （记 者
谢文远） 11月8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
部部长黄兰香在邵东县调研民营经济发
展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振民营企
业发展信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
联党组书记陈潇，市领导龚文密、曹普华、
蒋科荣分别参加调研或座谈会。

邵东是非公有制经济大县，素有“百
工之乡、商贸之城、民营之都”之称，全县
有大大小小市场70余家，非公企业加个
体户有近10万家，非公经济在全县GDP
中占比85%，就业人员占80%以上。改革
开放以来，邵东诞生了40万邵商，拥有箱
包皮具、打火机、小五金等传统优势产
业，当前正大力培育电子信息、3D打印、
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8日上午，
黄兰香一行来到邵东县，先后走进湖南
东亿电气、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邵
东隆源中小企业创业园、湖南腾辉不锈

钢制品有限公司、湖南锐科机器人技术
有限公司、湖南金湘东软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等企业，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实
地察看企业厂房、生产车间、产品仓库，详
细了解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销售、厂房
设置、科技研发等情况，认真询问企业生
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遇到的问题。调
研过程中，黄兰香勉励广大企业家要结合
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坚定信心，
创新工作思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树立长远眼光和战略
思维，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升质量、
增加效益；要通过实施工业化、信息化深
度融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要发挥现有优势，把领先的技术优势和企
业创新能力转化为产品持续的竞争力；要
充分发挥创新创造优势，抓好产品创新、
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下午，黄兰香主持召开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邵阳市、邵东县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市、县民营经济发展情
况，10位民营企业家在座谈会上发言。

黄兰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中，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明确提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6个方
面的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
根本指引和遵循。邵东民营经济起步早，基
础好，曾经创造辉煌。下一步希望总结经
验，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再出发。各级党委政府
要以优质服务再造优势，打造中西部地区县
域民营经济发展的“邵东模式”，引领广大民
营企业以高质量发展再造辉煌。

黄兰香在邵东县调研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时勉励广大企业家

提振发展信心 以高质量发展再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