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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12 月 18 日上午
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
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
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
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
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12 月 18 日上午在京举行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邵阳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悠久历
史的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
富，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徜徉在市城区，公园里、广场上，林
木葱郁、繁花似锦；城市主街干道、社区
居民院落整洁干净，美丽处处绽放。每
一个细微之处，都见证着我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斐然成效。

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市
注重发挥文化的滋养涵育作用，将城市
文化融入点滴、汇入日常，用文化生活
增添城市魅力，实现在赏心悦目中提升
城市品位，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市民文明
素质，让邵阳发生了巨大变化。

城建推进城市品位升级

“好美、好干净，变化得太快了，我
几乎快认不出来了！”11 月中旬，从广
东中山到邵阳参加邵阳学院60周年校
庆的 2009 级邵阳学院毕业生罗志强，
在微信朋友圈抒发了对邵阳的赞美，

“离校不到 10 年，邵阳全城就改头换
面，让我不敢相信。”

罗志强特地和昔日的同学在邵阳街
头逛了一圈。雄伟壮观、造型新颖的雪
峰大桥和桂花大桥，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城市规划展览
馆和大剧院等构成的文化艺术中心，大
气、时尚、漂亮的体育中心，给他们留下
了深深的震撼，他们感慨，“城市很大气，
越来越有品位。”

罗志强深刻地感受到，邵阳这座古
老的城市愈发充满活力，正在焕发着勃
勃生机。

近年来，我市加大对中心城区建设
力度，通过实施城市主干道、小街巷、城
中村与城乡接合部提升改造工程，建设
文化艺术中心、体育中心等地标建筑，树
立起了以中心城区为榜样的建设模型。

城市品质的魅力，体现在全新邵阳
的各个方面。邵阳大道、蔡锷大道等大

街宽阔大气，气势如虹；紫薇公园、西苑
公园、时代公园等公园，特色鲜明，美景
怡人；资江、邵水两岸高楼林立，绿地环
绕，入夜流光溢彩、美轮美奂。高标准规
划建设桃花新城、宝庆新城，高铁邵阳
站、体育中心将建设成为邵阳新地标。

为进一步增强城市文化魅力，我市
也正在恢复双江秋月、六岭春色、龙桥铁
犀等“宝庆古八景”，建设蔡锷故居生态
文化产业园、西苑公园、大型现代游乐园
等“宝庆新八景”，修筑“五馆一街一墙一
阁楼”文化旅游八景，打造跨越资江的8
座特色桥梁。

与此同时，通过“树木进城、绿化增
量”行动，引进树木进城，通过社区、园区
绿化增量、公园绿化提质、主次干道绿化
补缺，全面提升城市绿化品质，改善城市
环境。“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时代公
园、西苑公园、紫薇博览园、爱莲文化广
场等一批城市大型公园绿地相继竣工投
入使用，社区小游园、城市花岛、花墙、花
桥、花带等绿化景观层出不穷。

“我要为邵阳点赞。”罗志强的感
慨，道出了广大邵阳人民共同的心声。
如今，随着城市品位不断提升，老百姓
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人文精神涵养城市气质

今年7月下旬，市妇联和市民政局
联合举办了2018年邵阳市“最美社区”

“最美社区工作者”“最美文明家庭”“最
美巾帼标兵”表彰会，授予黄述菊等45
户家庭“邵阳市最美文明家庭”荣誉称
号；授予李小艳等30人“邵阳市最美巾
帼标兵”荣誉称号；双清区江湖社区等
10个社区获得“十大最美社区”称号；陈
文波等 10 人获得“十大最美社区工作
者”称号。 (下转2版）

厚重文化铸造城市之美
——我市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系列报道之二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道德讲堂形式生动活泼，传递了真
善美，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
院医务人员奋进新时代凝了魂聚了力。”
12月10日，说起道德讲堂在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推动医院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市
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李如意赞叹不已。

道德讲堂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开展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为

进一步推进弘扬道德新风尚，市中心医
院把道德讲堂作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阵地，广泛开展道德讲堂系列活
动，传播道德故事、推动道德实践、汇聚
道德力量、形成道德风尚，帮助干部职
工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激发大家
爱岗敬业的正能量。

(下转3版）

道德讲堂引领精神文明新风尚
——市中心医院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报道之二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方艳春 孟天笑

邵阳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艾哲 李焱稠 肖晓峰） 12 月
14 日，武冈市邓元泰镇木瓜村温
氏养鸡基地扩建的鸡棚里，贫困户
夏大友和工友正在忙碌着，20 万
羽成鸡正在装车，准备运往广东温
氏食品集团鸡肉加工厂。夏大友
高兴地说：“我每个月都可以在家
门口的企业领到工资，今天加班装
车，刚刚领了100元的加班费。”这
是武冈积极引进龙头企业，以帮扶
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增强贫困户自
我“造血功能”，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的一个缩影。

为提高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近年来，武冈
市把产业扶贫作为稳定脱贫的重要
抓手，出台《武冈市支持深度贫困人
口脱贫，实施“一村一扶贫龙头一帮
扶群体”的意见》等系列文件，成立
武冈市产业扶贫领导小组，实行“一
个产业、一名市级领导挂帅、一家龙
头企业、一个重点项目、一个专门工

作班子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千方
百计做大做强扶贫产业，努力帮助贫
困群众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

在特色养殖方面，该市与温氏集
团合作，采取“温氏公司+扶贫公司+
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现代养殖业
精准扶贫示范基地模式，由公司负责
市场风险，统一提供鸡苗、统一供应
饲料兽药疫苗等物资、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保护价收购销售，保障养殖
户正常利润。贫困户可以优先到基
地里就业，也可以申请小额信用贷款
筹资加入专业合作社，既能增加就业
收入还能实现利润分红，借鸡生蛋拓
宽脱贫致富路子。目前，武冈市像木
瓜村这样的养鸡基地有14个，今年
已出笼肉鸡500万羽，全年预计可出
笼肉鸡800万羽，产值可达2.8亿元，
直接新增就业岗位2000余个，带动
2652户10079名贫困人口年人均增
收千余元。

除利用大企业引领带动、优势
传统产业辐射推广外，武冈还立足

各村实际，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按照
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游则游原
则，因地制宜合理选择产业项目，
实现差异化发展。仅旅游产业开
发一项，便带动该市 1750 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致富。离武冈
城区仅 5 公里的龙田村借助乡村
旅游发展契机，打造嗨花弄农业创
意产业园，自2016年10月项目开
工建设起，龙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肖溢就担任起园艺工一职，每个月
有2800元固定收入，从农民变成了
旅游从业人员，摘掉了戴在头上多
年的“贫困户”帽子。目前，嗨花弄
农业创意产业园已经省旅发委审
核批准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附近村里参与旅游产业开发的287
名贫困户实现了年人均增收超过
1.6万元。

目前，武冈通过产业直接帮
扶、委托帮扶、就业帮扶、入股分红
等模式，已带动 17763 户 67503 名
贫困人口稳定就业和增收。

武冈 产业扶贫花红果硕

邵阳日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杨能广 陈翔）

“高山萝卜又脆又甜，品质很好价格
低廉。”12月12日，新邵县农村青年
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曾兆明组织
10余名会员来到龙溪铺镇木山村，
上门收购贫困农户的萝卜共1500
余公斤。今年以来，该协会通过电
子商务平台为贫困群众销售了价值
500余万元的农副产品。

新邵县是农业大县，传统优势
农产品资源丰富，特色鲜明，潭府的
猕猴桃、小塘的麻鸭、龙山的腊肉、
心连心食品、紫玉淮山等都是名优
产品。为切实把这些农产品推向世
界，该县注册了“新邵资味”这一区
域公共品牌。2016年至2018年，新
邵县共投入资金609万元实施电商
扶贫，打造“湘中电商人才培养基
地、湘中电商企业聚集基地、湘中农
村产品总出口基地”，全面推动“农

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最大限度
地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新邵县已形成县镇村三
级电商服务体系，县级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已建成，具备展示、培
训、孵化、对接电商资源等基础功
能。县电子商务仓储配送中心已基
本建设完成，3台冷链物流配送车
辆、6台镇级物流配送车辆采购到
位并投入运营。以县级中心为支
撑，镇级站点为枢纽，村级站点为基
础的三级物流体系初步形成，有效
解决了农村物流“最初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瓶颈。
该县加大电商企业培育力

度，目前已有 5 家企业开展各种
形式的农产品体验中心建设，新
邵县农特产品体验店已在长沙、
邵阳等地建设，农产品上行网销
体系正逐步形成。

为从源头保证网货供应质量，

该县积极支持农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目前已有新邵县玉辉农林开发
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进入新邵县
农特产品追溯系统平台，实现了农
产品的全程监控和精确查询。为
促进农产品实现标准化、品牌化、
规模化经营，该县按照“统一规划、
统一形象、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统
一推广”的原则，大力支持有机糯
米黄酒、紫玉淮山、猕猴桃等农特
产品品牌化建设，提升产品品质、
价值和知名度。

截至目前，该县今年已实现电
子商务交易额3.3亿元，其中网络
销售贫困村和贫困户产品突破
5200万元，带动12000多名贫困群
众增收，电商扶贫成效初显。

新邵 电商扶贫成效初显

全市各志愿服务队在市文明委的倡导下，积极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助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图为12月15日，团市委组织志愿者为300余个公交站台上的

“创文”志愿服务者送上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姜茶，温暖着户外志愿者的身心。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邓颖林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马军） 12 月
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成稽
核工作组，对各管理部进行现场稽
核检查。

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念好监督管理“紧箍咒”，筑牢
风险“防火墙”，充分发挥稽核内审
作用，严查风险隐患，确保资金安全
和有效使用。

多举措确保资金安全。该中心
从贷款、提取、科技、资金等多方面
着手，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为防范
贷款风险，该中心成立个人住房贷
款审查委员会，对贷款审批实行民
主决策，互相监督；为打击骗提骗贷
行为，该中心成立打击骗提骗贷工

作领导小组，对打击骗提骗贷实行
专项管理，责任到人；为保障资金安
全，中心将各按揭楼盘贷款保证金
上收中心统一核算，保持资金结算
时效性，做到“银行流水即时处理，
资金结算当天结清”。同时，采用国
家B级机房标准、计算机安全等级
保护三级标准，对现有机房进行整
体改造，不断提升中心信息防风险

“硬实力”，确保全市近30万名缴存
职工的公积金业务数据安全。

无死角强化内部管理。该中
心通过清理制度死角，查漏补缺，
相继出台《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考
勤管理办法》《会议制度》和《QQ、
微信工作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内
控制度，全面形成内容科学、程序

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
体系，实现管理有制度可循、按制
度办事。通过加强内审稽核，出台

《督查稽核工作办法》《内部审计稽
核实施细则》，加大各类督查稽核
工作力度，加大对重要岗位、要害
环节、敏感业务风险点的制约和监
管频次，及时处理发现的违规违纪
行为。

跨部门联合惩戒。该中心根据
住建部制订的住房公积金信用评价
标准和联合惩戒办法，推进跨部门
联合惩戒，重点打击房地产机构拒
贷、单位欠缴、套取骗贷等违规失信
行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同时，加
强对委托银行的考核指导，进一步
规范大额资金调度、资金使用管理。

念好监管“紧箍咒” 筑牢风险“防火墙”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近30万名缴存职工管好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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