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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12 月 19 日讯
（记者 袁 光 宇 通 讯 员
周 光平） 12 月 19 日 上 午 ，
市 委 常 委 、市 委 政法委书记
李志雄在邵东蒸水巡河时强
调，要切实构筑巡河常态化机
制，保护好邵阳人民和衡阳人
民共同的母亲河。

蒸水发源于邵东县简家陇
乡蒸源村，是湘江一条较大的支
流，全长194公里，在邵东境内48
公里。当天，李志雄率领我市水
利、环保、交通、住建、公安等部门
相关负责人，从邵东县杨桥镇巨
轮村的宜春桥河段开始，一路顺

流而下，随机选取多个河段展开
巡查。在巨轮村宜春桥地段及下
游的水东江镇仙鹅村的荫家桥河
段，李志雄看到河水清澈见底，游
客坐在水边怡然垂钓，对河流保
护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针对巡查中发现的不足之
处，李志雄指出，始终坚持保护
环境和节约资源，是我国改革开
放 40 周年“十个始终坚持”之
一。要抱着对本辖区人民和下
游人民同时负责的态度，根据河
流生态建设要求，切实构筑起加
强巡河的常态化机制，保护好蒸
水这条邵衡人们共同的母亲河。

李志雄在邵东蒸水巡河时强调

保护好邵衡人民共同的母亲河

邵阳日报 12 月 19 日讯
（记者 袁枫） 19 日下午，副
市长、市副总河长、邵水河河长
蒋志刚率队对邵水河邵东段开
展巡河，要求推动邵水河生态
环境治理取得新成效。

在范家山镇，蒋志刚一行
巡查了邵水河龙潭桥段的河道
清淤、日常保洁工作，当看到河
道有污水排入时，蒋志刚立即要
求随行工作人员查明原因，全面
清理污染源。在邵东县污水处
理厂，蒋志刚查看了污水处理设
施、了解污水处理流程，并到排
污口和马家坝水电站查看水质；
在仙槎桥镇，蒋志刚查看了生活

污水直排口，了解镇污水处理厂
建设情况，要求各级各部门抢抓
时间，扎实推进邵水河沿线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蒋志刚对巡河中发现的问
题现场交办，要求各级河长进一
步强化问题导向，进一步细化实
化河长工作职责，采取过硬措施
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修复水
生态；要强化统筹协调，形成河道
管理保护合力，加大联合执法力
度，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加大巡查力度 推动邵水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 18 日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干
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为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日益
繁荣富强感到自豪，表示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创造让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40年来，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我们倍觉自豪。”12月18日，市财政局干
部唐塨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直播后感叹，祖国强大了，40 年来我国
有7.4亿人脱了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创造了人类历史奇迹。

收看完直播后，邵阳经开区管委会
副主任陈冯坚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实现全面发展，
取得伟大成就，令人振奋。当前，邵阳
已成功列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为邵阳经开区发展带来千载难逢
的机遇。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机遇，进一
步夯实产业基础，优化营商环境，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投资实力强、
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实现

产业集聚发展，努力将邵阳经开区打造
成为工业新城和国家级经开区。

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卫红说，
全市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坚持一手抓机构改革、一手抓市场
监管，继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市场竞
争环境和市场消费环境，以奋斗的姿态
迎接市场监管新局面，为邵阳经济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得正在
观看大会后说，由衷为我们伟大祖国改
革开放 40 年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感到无
比骄傲与自豪。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
史起点上，全体民政干部职工将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
心，砥砺奋进，为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
游美丽幸福新邵阳而不懈奋斗。

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蒋和清表
示，改革开放40年来，邵阳交通紧跟发
展步伐，汇入改革开放潮流，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成绩。邵阳交通人将立足岗
位，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发扬改革
先锋精神，为新时代邵阳的发展，为邵

阳建成“全国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贡
献自己的力量。

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敏表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中所指出的：“伟大梦想不是等得
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全体城管人将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城管精神，扎
实履职，不断加强和创新城市管理工作，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营造幸福宜
居的城市生活环境而不懈努力。

“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市商
务局广大干部职工收看央视现场直播
后发出感叹。大家纷纷表示，作为我市对
外开放的排头兵，市商务局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更加坚定的开放姿态、更加稳健的开放
步伐、更加务实的开放举措，主动担当，
全力以赴，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推动
对外开放，在“承接产业项目、打造出口
基地、建设开放平台、拓展贸易通道、优
化营商环境”方面彰显新担当、实现新
作为，努力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祖国富强我自豪 勇当改革排头兵
——我市干部职工热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邵阳日报记者 宁 煜 宁如娟 刘 波 肖 燕

邵阳日报 12 月 16 日讯
（通讯员 李忠华 彭湘莲）12
月14日，北塔区茶元头街道沐三
村河六公路窄改宽工程建设现
场一片火热，挖掘机清理石块，
工人们挖坑移埋水管。听说路
刚好从家门口过，村民陈志福自
己动手，忙着将已经结果的石榴
树移栽，提前给公路“让道”。

河六公路是连接北塔区与

邵阳县的一条重要通道，全长
4.6公里。在北塔区人大常委会
的大力支持下，顺应群众期盼，
该区挤出资金全额投资，分路
面宽 6 米、4.5 米两个标准改造
河六公路，工程11月启动建设，
预期 6 个月。改造后的河六公
路，将从根本上促进沿线村社
会经济发展，受益居民 4000 多
人。

北塔区投资改造河六公路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社会保障兜底脱贫认定工作方案>的
通知》（湘政办发〔2016〕56号）文件精神，
现将社会保障兜底脱贫政策介绍如下：

一、保障对象：
以户为单位，贫困家庭中主要劳动

力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依靠
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凡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纳入社会保障兜
底脱贫对象认定范围。

1.无劳动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家
庭。家庭成员主要是老年人（60周岁以
上）或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且无经济收
入来源的；或其赡养、抚（扶，下同）养义
务人均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
主要劳动力因服刑、强制戒毒、失踪等原
因，无法履行赡养、抚养义务的家庭。

2.因残重度贫困的家庭。家庭主要
劳动力是一、二级残疾人，或三、四级智
力、精神残疾人，或一户多残，或老残同
户且无其它经济来源的特殊困难家庭。

3.因病重度贫困的家庭。家庭主要
劳动力因病（含慢性病）部分或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且无其它经济来源，年累计自

负医疗费用超过其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且
需继续治疗的家庭。

4.因灾或意外事故造成重度贫困的
家庭。因灾害、突发性事件造成家庭主
要劳动力死亡、重残等致贫且无其它经
济来源的家庭。

5.因其它不可抗拒原因，无法依靠产
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重度贫困家庭。

二、认定程序
1.入户调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下同）派 2 名（含）以上经办人
员，对现有农村低保家庭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逐一入户现场调查，详细记录其家
庭人口结构、收入、财产、生活等状况，提
出拟纳入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名单。

2.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由县级民政
部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会同人
民银行等相关机构对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对象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

3.民主评议。由乡镇人民政府在各
村组织民主评议。

4.初评结果公示。乡镇人民政府在
拟纳入社会保障兜底脱贫范围的对象所
在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栏公示初评结果。

5.乡镇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对操作
程序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
报县市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联合认
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批。

6.县级审批。县市区社会保障兜底
脱贫对象联合认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对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拟纳入对象进行
逐一审核，并组织重点抽查和复核，重点
抽查率不低于50%。对符合条件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在乡镇
政务公开栏和村务公开栏对拟审批结果
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县级民政和扶贫
开发部门将其纳入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
象范围，并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长期公示。

三、资金发放
凡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社会保障兜

底脱贫对象，全部纳入农村低保，按照现
行的国家扶贫标准进行全额补助。

社会保障兜底脱贫补助资金由财
政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

精准扶贫相关政策解读
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篇（兜底脱贫）

14.《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对以城
带乡、城乡共建的实地考察要求有哪些？

（1）位于建成区之外、属于市辖区范
围的乡镇、街道：

①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垃圾清运及
时、分类收集；

②无违章停车（机动车、非机动车）
现象（城市管理部门在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机动车道旁统一划线，机动车、非机
动车在线内停放，且不影响正常交通，这

种情况不算作违章停车）；
③无占道经营现象（城市管理部门

在商铺门前统一划线，商铺在线内出店
摆摊经营，且不影响正常交通，这种情况
不算作占道经营）；

④无小广告乱张贴现象；
⑤无争吵谩骂、使用低俗语言现象；
⑥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现象；
⑦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
⑧公共卫生间保洁及时，无明显异味；

⑨主要街道每隔 200 米至少有 1
处能够看到的公益广告。

（2）位于建成区之外、属于市辖区
范围的行政村、社区：

①无明显垃圾堆积、环境脏乱、道路
坑洼；

②无争吵谩骂、使用低俗语言现象；
③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现象；
④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
⑤村居内无旱厕。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知识应知应会（10）

“再等半个月，这批鸭子就
能卖了，除去成本，每只能够净
赚 10 元钱左右。”12 月 12 日下
午，双手残疾的张长柏熟练地用
竹竿将3000 多只鸭子赶进鸭棚
后高兴地说。

50 岁的张长柏是邵东县两
市塘街道青蓝村人。他11岁那
年，因烧伤双手致十指残疾，家
庭贫困，生活艰难。张长柏16岁
就开始养鸭子，自食其力，顽强
地与命运抗争。

2014年，经过评议，张长柏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妻子在外
地打点零工，自己在家里喂了几
百只鸭子，供着两个小孩上学，艰
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2017年，张长柏凭借自己勤
劳的双手，顺利脱了贫。但他并
没因此有所松懈，“家中两个小
孩还未长大成人，我身上的担子
依旧不轻，不光要脱贫，还想靠
我的双手富起来。”

张长柏参加了县残联组织的
养殖技能培训班。今年7月，他还
与两市塘街道辖区的其他三位贫
困户一起成立了邵东县丰泰种养
专业合作社，并联合邻村有养殖经
验的张剑平合作经营。合作社以
养鸭为主，养殖了3000多只鸭、50
多只羊，还承包了一口40多亩的
鱼塘，投放了1万公斤鱼苗。

就在大家准备撸起袖子大
干一场时，养殖场里有1000多只

鸭子突然生病了，这无疑给张长
柏5人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大家
请教专家，专门跑到廉桥药材市
场买来药材在家熬制。功夫不
负有心人，在他们的精心照料
下，鸭子又活蹦乱跳了。此后，
张长柏特意购置电脑，拉通网
线，在线学习养殖技术，遇到问
题困惑，就通过网络联系同行和
专家解决。

“刚开始干的时候确实挺困
难的，鸭子数量太多，有时候哗
的一下全走散了，我们几个又行
动不便，还好村里的乡亲看见了
都会搭把手，帮个忙。”张长柏的
合作伙伴张剑平说：“张长柏有
技术又勤劳肯干。我们都觉得
劲头十足，对未来充满信心！”

张长柏算了一笔账：50只羊
每只能够挣 1000 多元，3000 只
鸭子每只净赚10元，一年能够养
4 批，鱼塘的 1 万公斤鱼苗预计
利润有4万多元，平均下来每人
一年能分到4万多元。

谈起未来合作社规划，张长
柏踌躇满志：“党的扶贫政策这
么好，政府这么支持我们，我更
加有干劲，一定会努力把合作社
做大做强，让周边更多的贫困户
加入我们，一起脱贫致富。”

“鸭司令”张长柏的致富经
——邵东县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三

通讯员 邓星照 容利民 唐 冉

12 月 16 日下

午，二纺机幼儿园

组织幼儿在市体育

新城开展“温情童

年 携手同乐”为

主题的迎新年亲子

运动会。图为抬箩

筐比赛。

邵阳日报记者

罗哲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