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19年年11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syrbxyxw@syrbxyxw@163163.com.com 审稿审稿：：朱长青朱长青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易桂媛易桂媛 版式版式：：肖丽娟肖丽娟 总检总检：：魏谦魏谦

5

1 月 5 日，隆回县残联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开展健跑健走活动。从繁华街区到
新落成启用的隆回火车站，步行 7 公里，
静心品味改革开放 40 年来隆回的巨变，
接受一次别样的随机教育。

一路走来，只见县城高楼林立，环境
优美，市场繁荣，尤其是隆回火车站旁，魏
源大道、隆回大道等路网骨架拉通，投资亿
元以上的项目正在筹划建设。在不久的将
来，火车站附近将诞生一座“高铁新城”。

隆回在高质量发展，隆回的残疾人事

业也在不断进步，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持续增强。2018年，该县将243名残疾
人确定为阳光增收扶持对象，按标准为他
们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扶持。同时，对40
多名残疾人创业进行扶持，并按标准给予
贷款贴息。该县残联还积极动员社会力
量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稳步实现贫穷农村
残疾人脱贫致富。

自立自强的肢体残疾人罗清，近年来
在县委、县政府以及县残联的扶持下，创办
了残疾人扶贫基地，种了30亩蔬菜，养了

100多头猪。他拄着双拐创业成功，还带
领包括14名残疾人在内的乡邻脱贫致富。

上月 26 日，罗清等 30 名“最美隆回
人”和“道德模范”免费搭乘怀邵衡铁路开
通后首列途经隆回的高铁，免费游览广东
珠海、深圳等地，感受改革开放发展成
就。现已回到隆回的罗清说：“县委、县政
府和残联对残疾人特别关爱，让我们树立
了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信心。”

健走中感受变化，健走中构想未来。
该县残联理事长丁守校说：“新年里，隆回
县残联将以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为主线，
以精准扶贫为重点，全面推进残疾人教育
就业、康复、社会保障等工作深入开展，让
广大残疾人群精神生活更有寄托，融入社
会更有尊严。”

一次健走 一场教育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汤海浪

邵阳日报1月10日讯 （通讯员 杨
坚 袁蛟兰）“我的企业从小到大，离不
开你们的创业贷款扶持。”1月10日上午，
湖南国瑞建设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权民
航充满感激地对前来回访的新宁农商银
行工作人员说。权民航是该县麻林瑶族
乡人，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2013年初得
到新宁农商银行创业贷款扶持后创办公
司，因经营有方，现年收入百万元。

据了解，新宁农商银行自 2012 年来
率先在全省农商行系统推出创业贷款，
每笔贷款固定在5万元和10万元两个档
次，主要面向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能力或
已经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包括大学
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下岗职工，

因扶贫率高、覆盖面大，且可享两年国
家财政贴息，在推进“双创”助力脱贫攻
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 年来，该行
累计发放创业贷款 5680 万元，支持发展
有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901 户，从业
人员逾3300人。

创业贷款申请户数多，且分布在全县
各个乡镇，虽然有固定住所和经营场地，
但变化快、流动性强，信贷风险也相应增
大。在办理贷款时，新宁农商银行严格执
行贷款“三查”和担保制度，在进行大量认
真细致调查的基础上，严格遵循信贷工作
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遵纪守法、没有违
法行为及不良记录为依据，树立全面的效
益观念，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

该行对客户经理实行“三包”责任
制，并结合创业贷款的实际情况制定考
核办法。同时，完善内外监控机制，实
行审贷分离，做到贷款决策科学化、贷
款发放程序化、贷款管理制度化，发放
贷款先由专职创业贷款客户经理调查提
出可行性意见，按审批权限经主管主任
审查批准，从而杜绝“人情贷款”和“关
系贷款”的发生。此外，进一步完善贷
款担保办法。目前，该行发放的创业贷
款全部实行公职人员担保。自发放创业
贷款以来，该行创业贷款到期收回率达
到 99.5%左右，既保障银行的持续运行
与健康发展，又确保贷款用在扶贫领域
的“刀刃”上。

新宁农商银行创业贷款6年扶持近千个体户

““贷贷””动创业梦动创业梦 带富一方民带富一方民

邵阳日报 1 月 10 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肖
莉红） 1月9日，隆回县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
人员进驻县内大中型餐饮服务单
位，开展家禽类“松香脱毛”专项
检查，并抽取6只“松香脱毛”的
家禽成品送检。

1月6日，隆回县开展第二
期电视问政，提出“‘松香脱毛’
引发消费者忧虑”的问题。消
费者反映隆回城区中心农贸市
场及部分加工作坊经营户用松
香对禽类进行脱毛，疑存在食
品安全隐患。7 日上午，隆回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紧急召开下属10个基层所、
执法大队、产品检测中心和各
食品相关股室负责人会议，成
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部署电
视问政“松香脱毛”后续专项整
治行动。

会后，该局立即组织50多
人的执法队伍，对县中心农贸

市场11家禽类宰杀点进行专项
突击检查。执法人员发现，一
些家禽宰杀点摆放着松香及脱
毛机等工具。执法人员仔细查
问了松香的来源、使用方法及
加工禽类的去向，当场做了现
场检查笔录及询问调查笔录，
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并依
法查封了脱毛机等工具。同
时，执法人员对松香进行了取
样，送法定检测机构进行监督
抽检。

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
给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该局将组织执法人
员对全县农贸市场、加工小作
坊、餐饮服务单位等的家禽宰
杀脱毛行为进行全面排查，严
厉打击使用工业松香脱毛等
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该局已出动执
法人员 320 人次，检查家禽宰
杀点 22 家，检查餐饮单位 36
家，抽取松香样品20批次。

隆回县食药工商质监局专项整治“松

香脱毛”违法行为

全面排查 取样送检

邵阳日报 1 月 10 日讯
（宁建华） 从 2018 年上半年
至今，邵东县灵官殿镇有铁塘、
公田、白鹿、良善等村的农家书
屋一直坚持免费开放，成为中
小学生每天下午放学后又一个
学习的课堂，成为留守儿童一
个温暖的家。

公田村村部不远处就是公
田小学，每天下午到村部农家
书屋看书、学习的留守儿童多
则几十个，少则十几个。该村
党支部书记罗导林说：“村里轮
流安排两名女村干部在农家书
屋，一是办公处理村级事务，二
是照看这些孩子们。”白鹿村则

是由一名爱心人士操办“爱心
小屋”，让村里 80 多名留守儿
童放学后或者双休日有一个玩
耍学习的地方，给留守儿童提
供一个充满爱心和温暖的活动
场所。

灵官殿镇文体卫站负责
人罗晓键介绍：“现在全镇各
村的农家书屋大体运行良好，
坚持免费开放，但还有一部分
村的农家书屋没有很好地利
用 这 一 良 好 的 公 共 民 生 资
源。今后我们将加强这方面
的管理，并将村级农家书屋真
正办成留守儿童的温暖之家、
幸福之家。”

农家书屋变身“留守儿童之家”

“同志，你好！请你把签到表给我看
一下，我们要确认工作人员是否全部到
岗。”1月8日，绥宁县纪委监委工作作风
督查人员到县城多个单位，就工作人员在
岗、公车使用等情况进行突击抽查。该县
纪委监委表示，元旦至春节期间将经常性
对各单位和乡镇执行有关纪律情况进行
检查和暗访。该县监委挂牌运行一年来，

“严”已成为广大干部对纪检监察工作的
共识。

强化作风建设，擦亮“金色名片”。
2018年，绥宁县纪委监委狠抓作风建设，
公开通报违反作风建设相关规定的典型
案例，在全县上下形成有力震慑，持续释
放正风肃纪的强烈信号。一年来，县纪委
监委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出标本兼治作
风问题的“组合拳”，切实解决“精神状态
低迷、工作热情不高、消极应付、懒政惰
政”以及“工作效能低下、服务环境不佳”
等多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于发现的问
题线索，县纪委监委采取抓早抓小、快查

快结的方式，对违纪行为坚持查实一起、
处理一起、通报一起，持续释放执纪必严、
违纪必究的强烈信号。2018 年1月至12
月中旬，该县共开展作风督查38次，发出
督查通报 9 期，查处各类违纪违规人员
144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6人。

做好专项巡察，彰显“利剑”锋芒。该
县纪委监委坚持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统揽全县纪检监察工作全
局，先后对15个乡镇、11个涉农扶贫领域
工作部门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对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坚持“线索
优先排查、案件优先办理、力量优先保障、
结果优先通报”。在一次巡察中，有村民
反映村干部侵占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第
五纪检监察室立即行动，找到相关人员进
行谈话调查核实，查询银行流水，奔赴长
沙、汕头、东莞等多地调查取证……最终，
这起以虚报冒领的作案手段骗取、侵吞易
地扶贫搬迁资金的违法犯罪事实浮出水
面，当事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因涉嫌贪

污犯罪被移送司法，实现了纪法无缝衔
接。2018年，该县共发现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线索1243 条，处理626人，党纪
政务处分119人，追缴违纪资金293.468万
元，退还群众77.625万元。

开展三大行动，实现“双降双升”。
2018年，绥宁县纪委监委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信访举报线索大起底、问题大排查、案
件大处置三大专项行动，起底 2016 年以
来信访举报问题线索 1067 件。同时，坚
持压实乡镇党委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周
调度、月通报、办结销号、及时反馈、听证
报备”五项机制，对首办不力、隐瞒不报、
压案不查、查而不实、查实不处理、处理不
到位的严肃问责。2018年，该县纪检监察
系统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网络举
报296件，比上年下降44.4%；群众越级访
77 件，比上年下降 33.6%；属实或部分属
实率61.6%，满意率达59.4%，分别比上年
提高26.6%、24.4%，全县信访举报首次实
现“双降双升”。

绥宁绥宁：：擦亮擦亮““金色名片金色名片”” 彰显彰显““利剑利剑””锋芒锋芒
通讯员 李 斌 唐 婷

当前正值取暖用品销售旺季，洞口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结合正在全县开展的清理无证无照“百日会
战”行动，全面加强取暖用品市场监管。

近期，该局组织执法人员加强对电热毯、暖风机、取暖
器、暖手宝等取暖用品的检查，主要检查相关经营户证照
是否齐全有效，所售产品是否标识齐全；要求经营户建立
进货台账，严把进货质量关；同时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
产品和无照经营行为。截至目前，该局已检查取暖用品经
营户85户。 （谢其军 肖黎花）

城步发放惠农扶贫补贴1.36亿元

1 月 7 日，笔者从城步苗族自治县乡财局涉农补贴信
息发放中心了解到，该局在 2018 年通过“惠农补贴一卡
通”发放城镇低保、“两癌”妇女救助资金、危房改造补助
等惠农补贴43项，补贴金额9415.2万元，惠及农户180004
户次；发放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低保扶贫补贴资金等19
项共4180.8万元，惠及贫困户47212户次，两大类补贴总计
13596 万 元 ，惠 及 农 户 达
227216户次。 （王凌云）

洞口强化冬季取暖用品市场监管

邵阳日报 1 月 10 日讯
（通讯员 胡南春 肖本杰）
“感谢街道办干部送来棉衣棉
被，我心里头暖烘烘的……”1
月 8 日，武冈市法相岩街道新
泽村贫困户周孝发一个劲地
夸道。

自 2018 年底全市遭遇持
续雨雪冰冻天气以来，武冈市
人大代表、法相岩街道办党工
委书记谢一之坚持“哪里有群
众，哪里有党员，哪里有平安”
的应急处置原则，以各部门各
村（社区）管好各服务对象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组织带领辖区

内 121 名干部参与抗寒抢险，
通过认真排查工业园区、村（社
区）群众受灾情况，及时落实摆
设警示标志、购买御寒工具、清
理冰冻路障等工作。同时，重
点关注和帮扶敬老院及五保
户、重病户、残疾人户、贫困户、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及时送
去棉被、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物
资，助他们温暖平安过冬。

截至目前，该街道办共出
动党员干部 677 人次，累计排
查房屋 471 座，清扫路障 129
处，协调抢修水电管线 1550
米，慰问困难群众348人。

武冈市法相岩街道办

关注民生 防寒送暖

1月10日是全

国第 33 个“110 宣

传日”，城步苗族自

治县公安局开展

“警民牵手‘110’共

创平安迎大庆”主

题活动，向群众宣

传“110”受理报警、

求助、投诉范围等

常识。

通 讯 员 严 钦 龙

孟宪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