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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袁枫） 25 日下午，副市长蒋志
刚主持召开市城区停车场设施建
设推进会时要求，多措并举缓解
停车难问题。

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文旅广体
局、市城建投、市交警支队等单位
分别就如何合理布局、建设社会公
共停车场、打通市中心医院、汽车
西站、市第一人民医院、友阿国际
广场附近交通梗塞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

蒋志刚指出，缓解城区“停车
难”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形
成有效的工作合力，真正把各项
行之有效的措施落到实处，为提
高城市品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增光添彩。蒋志刚要求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严把规划关，充分
挖掘每一寸土地的潜能，方便人
民群众出行；要摸清底子，分类
施策，充分尊重民意，让解决问
题的办法切实可行、真正管用；
要突出重点，各个击破，统一梳
理，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开发，多
途径、立体式解决城区“停车难”
问题。

多措并举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

邵阳日报3月26日讯 （记
者 肖 燕 通 讯 员 刘 巍）
3 月25日，副市长、市创森指挥部
常务副指挥长肖拥军调度全市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时指出，要
开足马力推动创森工作开展。

在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后，肖
拥军指出，要抢抓当前植树造林
的黄金季节，开足马力栽树，补
齐绿化短板；切实抓好城区绿化
攻坚，大力开展创森宣传；对 15
个创建园林小区的市直单位和
市区19个小游园建设进行督查，
督促加快建设速度；抓好雪峰
路、双园路、佘湖桥、紫薇公园隧
道出入口等地段绿化。市直机
关单位要深入“四边五年”绿色

行动联系村植树造林，重点抓好
村民房前屋后空地绿化和通村
通组道路两侧及山头绿化。城
郊生态建设组要做好生态廊道
建设，抓好城郊周围的裸露山
地、弃土场、采矿场的绿化，抓好
创森规划“一心”“两肺”的增绿
扩量。城区绿化建设组要大力
开展重点项目攻坚，做好体育新
城、邵水两岸道路绿化提质；要
抓紧做好龙山公园、西苑公园二
期蓬莱岛、爱莲池公园、体育公
园规划设计、招投标工作，争取
早日完成绿化任务。

开足马力推进“创森”工作

邵阳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刘龙桥） 3 月
25日下午，副市长晏丽君带队检
查农贸市场、加油站等场所安全
生产工作。晏丽君指出，要坚决
克服麻痹心理，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确保市场安全稳定。

在南门口农贸市场，晏丽君
一行检查了消防通道、灭火器材
等消防设施，询问消防人员配备、
应急疏散等情况。晏丽君指出，
要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加强
市场安全管理，针对人员密集的
特点，抓好用电安全，制定完善应
急预案，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进

一步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
在加油站和中国石油湖南销

售分公司邵阳油库，晏丽君仔细
察看消防器材、资质证件、监控室
等重点部位和设施，详细了解加
油站的安全监控设施、安全管理
制度等情况。晏丽君要求企业认
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
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值
班值守；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监
管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坚决克服麻痹心理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邵阳日报 3 月 25 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李斌） 3月22日，邵
阳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刘莉朋又
一次来到北塔区陈家桥乡万岁庙小
学，为学校师生传授音乐知识。

3月中旬，刘莉朋在与万岁庙小学校
长肖能武交谈中得知，该小学虽然是一所
农村小学，规模较小，但致力开展各项德
育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只是苦于
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师，不仅校歌一直唱不
好，参加北塔区中小学校学生合唱比赛的
工作也因为缺乏师资而停滞不前。

一直以来，刘莉朋致力于推广、普

及民族音乐教育。得知这一情况，她
决心帮一把万岁庙小学，主动提出为
万岁庙小学的孩子们无偿授课。

3 月 15 日，刘莉朋首次来到万岁
庙授课，培训大合唱。面对一群毫无
音乐基础的小学生，难度特别大，特别
是合唱队的孩子有大半来自低年级，
歌词里很多字不认识、不理解、记不
住，就是死记硬背记住了，到合唱时仍
然会唱错和停顿。为了帮助学生记住
曲子，刘莉朋一遍遍带着合唱队唱谱，
反复示范歌中的情感，笔直站着连唱
两个小时。合唱队休息的时候，她依

旧孜孜不倦为孩子们答疑解惑。
在刘莉朋的耐心指导下，悠扬的琴

声缓缓流淌，充满童稚的歌声由散乱变
得整齐，学生的学唱热情也高涨起来。

有的小合唱队员担心，在比赛之
后再也见不到刘莉朋。刘莉朋总是会
带着微笑告诉他们：“我以后还会教你
们唱邵阳的民歌，一起把邵阳人的精
神和品质传承下去。”

大学老师进小学教音乐

邵阳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吕海玉 蔡苏乐） “如果
您有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线
索，欢迎您向我们举报。”3月
20日上午，在市区双清公园
前坪，双清区小江湖街道办
事处的一位志愿者向社区居
民宣传扫黑除恶知识。

当天，小江湖街道办事
处在此组织开展扫黑除恶
宣传活动。志愿者们通过
展板展示、分发扫黑除恶宣
传册、面对面讲解等方式，
向周边社区居民介绍扫黑除
恶有关知识，教他们如何辨
别“黑”与“恶”势力，鼓励大
家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线索，共同参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活动现场，上百
位社区居民、志愿者还纷纷
签名，以示支持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今年以来，小江湖街道
不断强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力度，
共悬挂扫黑除恶宣传条幅 100 余条，制
作宣传栏30个，张贴标语1200份，印刷
永久性标语40余条，LED电子显示屏50
余处。该街道还联合辖区学校、单位共
同开展扫黑除恶室外宣传活动9次，印
发宣传资料万余份。同时，该街道还在
各社区设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箱，
公布举报电话，畅通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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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3 月 26 日讯 （通讯
员 康煌 肖定群） 3 月26 日，邵阳
县残疾人爱心居家托养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来到塘渡口镇石湾社区肢体二级
重度残疾人银国平家走访，跟他签订一
年居家托养服务合同。

银国平是今年邵阳县获居家托养
的 150 名重度残疾人中的一个。2017
年9月，该县残疾人爱心居家托养服务
中心成立来，已经开展二批居家托养服
务，为200名肢体、精神、智力方面的重
度残疾人上门义务开展各种家政服务，

获得各级残联高度肯定和广大残疾人
的好评。今年，上级残联批准该中心开
展第三批 150 名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
服务，采取“电话联系、上门征询、见面
交流”等方式，到社区、村委会上门走访
重度残疾人，征求本人或其监护人意
见，并跟有服务需求的重度残疾人签订
一年居家托养合同，开展维修、理发、水
电维修等家政服务。

目前，该中心工作人员向已经签订
居家托养服务合同的重度残疾人正式
提供居家托养服务工作。

邵阳县150名重度残疾人获居家托养服务

3月份正是油茶栽培黄金季节，绥宁县组织油茶栽种专业技术人员深
入全县17个乡镇开展技术指导。图为3月14日，绥宁县科协、县林业局油
茶办专业技术人员在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指导村民利用“三边”零散土
地栽种油茶。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东平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 3 月 25 日讯 （记者
申兴刚） 3月23日上午，市“红心林”志
愿者服务联合会在北塔生态园开展“寻
觅春天 放飞快乐”的户外活动，30名困
境儿童及30名志愿者参加此次活动。

志愿者一对一帮扶的孩子大多数
为孤儿或困境儿童，为增进与结对孩
子的感情，锻炼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

当天，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前往生态园
参与爬山比赛、寻宝游戏、放风筝和自
助烧烤等系列活动。“红心林”志愿者
希望通过长时间的服务，形成稳定的
情感关系，不断解决或缓解困境儿童
各方面问题。

市“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主
要从事帮扶困境儿童、扶助社区空巢

老人、帮助邵阳地区血友病人以及缓
和婚姻家庭矛盾等志愿服务工作。目
前，“红心林”志愿者已结对帮扶103名
孤儿、困境儿童。

“红心林”倾情帮扶孤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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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双清区安全生
产检查组到玉新药业、安康化
工、中石油油库等危化品企业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该区要求
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领导对近期两起重大安全

事故的指示批示精神和具体要
求，深刻吸取教训，坚守安全生
产底线，树牢安全生产意识，
迅速开启安全生产大检查、大
整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
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张雪珊 唐文）

双清区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自“学习强国”APP平台上
线以来，市人社局党委坚持把

“学习强国”作为加强党建工作
的一项政治任务来抓，第一时
间组织推广并完成认证和组织
架构，以各党支部（党总支）为

单位，利用学习平台组建了16
个“学习交流群”，246 名党员
干部全部加入学习，在“学习强
国”平台里学习交流成为该局
新风尚。

（罗 俊 杨昌泉）

市人社局学习交流成风尚

3 月 21 日，市税务局第二
税务分局走进市委机关进行减
税降费政策措施、新个人所得
税政策以及社保费征收划转等
政策宣讲。今年以来，市第二
税务分局共组织规模较大的培

训6场次，1300余人参加培训，
宣传覆盖面达到所辖区域的
80%以上。（罗哲明 伍朝军）

市二税务分局积极宣讲减税降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