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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4 月 13 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唐瀚）
4月11日至12日，衡阳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侯明星率队来
我市考察交流茶叶品牌建设
工作，并对我市“邵阳红”茶叶
公共品牌建设取得的创新成
果给予高度评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食品工业领导小
组组长刘德胜参加考察交流。

在邵期间，衡阳市茶叶品
牌建设工作考察团一行走访
调研了洞口县古楼雪峰云雾
茶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了该公
司生产车间、茶文化体验馆、
茶叶旅游项目等。

在随后举行的两市茶叶
品牌建设交流会上，衡阳考察
团认真听取了邵阳市茶叶生
产情况及“邵阳红”茶叶公共
品牌建设情况的介绍，两市参
会代表就茶叶生产经验及茶
叶公共品牌建设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
讨。考察团指出，邵阳市茶叶
产业“六进”活动及各地邵阳
商会推荐等经验值得衡阳市
学习，将把邵阳市好的经验和
做法带回去，结合衡阳实际进
行消化吸收。衡阳考察团希望
今后继续加强交流和沟通，共
同推动两地的茶叶产业发展。

邵衡两地
共商茶叶品牌建设

邵阳日报 4 月 13 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魏姬苗）
4月13日上午，民革邵阳市委
会召开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暨
2018 年度工作总结表彰会。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王若波，市
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会主委
李少华出席会议。

2018 年，民革市委会扎
实开展课题调研，不断提升
议案和提案质量，全年共提
交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 18
件，其中《关于优化乡村旅游
扶贫工作的建议》《关于我市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的建议》等4件被市

政协列为重点督办提案。此
外，民革市委会动员全体民
革党员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
帮困活动，发动党员筹集扶
贫和助学资金，捐助困难学
生100余人次。

今年，民革市委会的工作
重点是建好“民革党员之家”，
加强基层组织示范性支部建
设；积极发挥参政议政作用，
参政议政成果要在全市达到
优秀层次；各支部开展“一二
三四”活动，即撰写提交一篇
调研报告或理论文章、二件提
案、三条社情民意信息、四条
微建议。

民革市委会
积极发挥参政议政作用

邵阳日报4月 12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龙宪智 肖团结）“黑恶势力是祸
根，欺行霸市扰安宁。重拳扫黑人称快，长剑
除恶顺民心。”4月11日，正是高山杜鹃盛开
的季节，一曲曲以扫黑除恶为主题的山歌，在
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竹桥村上空回响。

当日，竹桥村盛大的山歌会吸引了来自
怀化、邵阳两市，通道、会同、靖州、城步、绥宁
五县的320多名山歌手现场对擂，一展歌喉。
山歌会从上午10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当天21
时 30 分篝火熄灭，对擂时间长达 11 个多小
时，且内容紧扣当下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既给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送
上了一道精美的民族文化盛宴，又有效推动
了怀化、邵阳两市边界地区的扫黑除恶工作。

竹桥村现有人口1800多人，境内拥有多
处保存比较完好的苗侗山寨。由于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该村经济相对落后，是市委宣传部、
市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结对帮扶的省级贫
困村。扶贫工作队自2015年驻村以来，致力于
推动该村发展乡村旅游业和文化旅游业，种植
观赏性荷花70多亩，开辟了1600多米长的杜
鹃花观光带，成功举办了两届“十月兄弟节”和
两届民族山歌会，平均每年到村观光体验的游
客人数达3万多人，成为该县乡村旅游新亮点。

竹桥村是怀邵边界地区“十月兄弟节”的发
源地，当地侗族同胞崇尚“饭养身，歌养心”，每年
农历三月初七都要自发举办专场山歌会，以歌会
友，以歌定亲，以歌抒情。今年农历三月初，竹桥
村长虹山歌协会在该村扶贫工作队和乡村干部
的引导下，决定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此次山
歌会的主题，得到县乡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在山歌会开幕式上，扶贫工作队长蒋文
忠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
义，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来，凝聚起荡除黑恶的强大合力。当
天，该乡扫黑办、司法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在活动现场推出40块扫黑除恶宣传展板，悬
挂扫黑除恶宣传横幅，设立扫黑除恶咨询台，
并免费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料5000余份。

“来自两市五县的山歌好手围绕活动主
题，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用独特的山
歌方式表达对黑恶势力的痛恨，对平安美好
生活的向往。我们不仅觉得耳目一新，而且深
受感动和教育。”一名专程从上海赶到竹桥村
参加山歌会的游客表示。

扫黑除恶山歌唱响苗乡侗寨

邵阳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罗
哲明 通讯员 向晏明） 自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城步苗族自治
县公安局统一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
位，精准发力，以雷霆之势成功打掉了
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
团，侦破、查处了一批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案件。
截至4月12日，该县共打掉涉恶

犯罪集团1个、涉恶团伙3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30余人，刑拘30人，逮捕28
人，已判决 5 人，破获各类案件 20 余

起，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15.9%，
其中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盗窃案
件、诈骗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24.3%、
10.2%、36.6%，全县社会治安形势呈现
出良好态势。

此外，该局持续加大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宣传力度，深入社区为群
众解答扫黑知识热点，现场接受线索
举报。同时正告黑恶违法犯罪人员及
包庇、纵容涉黑涉恶人员，必须立即停
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尽快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城步公安涤“黑”荡“恶”铸平安

邵阳日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石颂军 刘才源 陈精粹） 4月9日
上午，新邵县陈家坊镇双江村会议室，
到会的50多名党员纷纷递交了《党员
干部不参与涉黑涉恶承诺书》。这是该
镇广大党员坚决与黑恶势力作斗争的
一个缩影。

为积极发挥党员干部在扫黑除恶
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连日来，陈家坊镇各
机关单位、学校和 36 个村（2 个居委
会）2500 多名党员干部纷纷签订了

《党员干部不参与涉黑涉恶承诺书》。

与此同时，各机关单位、学校、各村党
支部还组织党员对照《涉黑涉恶问题
自查清单》中的 11 项行为，认真开展
自查自纠，仔细查摆问题，防微杜渐。
在自查的基础上开展“党性体检”，列
出问题清单，对症下药，为打赢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该镇要求，全镇广大党员干部要
从典型案件中吸取教训，不仅要管好
自己，也要管好家属和亲人，坚决不
给黑恶势力编织“关系网”、寻求“保
护伞”的可乘之机，避免走上违法犯
罪道路。

陈家坊镇党员积极参与扫黑除恶

邵阳日报4月 12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吕海玉） 4月10日晚，双清区渡
头桥镇遭遇持续强降雨。该镇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防汛工作队连夜出动，加强对老渡
头桥建设施工场所及周边的巡查监测，加
固辖区河岸重点部位，严防出现溃堤等情
况，确保安全度汛。

3月4日，我市提前进入汛期。双清区
不断强化措施，建立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安

排防汛值班，强化隐患排查整改，密集巡查
严防不测，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3月以来，双清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多次率队到辖区毕家冲水库、渡头桥附近河
岸、红旗水库等地展开汛前安全隐患检查，督
促各乡镇、街道对山塘水库、河岸堤坝、山体
滑坡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集密巡查监测，对危
害点进行详细调查摸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整改。该区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各项保障，确

保防汛工作人员与物资及时到位，并对水库
山塘落实专人值守，设置警示牌、警示标语，
对水位情况及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
重点部位进行密集巡查，严防不测。

此外，该区还不断加快除险工程、重点
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在主汛期到来之前，主
体工程达到设计标准；全面加强城市排水管
网养护、管渠清疏和排涝闸、泵站等排水设
施的维护管理；加强山塘水库、电站（泵站）
等水利工程的隐患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目前，双清区已建立起山洪灾害防治
预警系统平台和防汛会商系统，全面完成
辖区水毁工程的修复和加固，疏浚各类渠
道20千米，维修山塘、修缮加固河岸堤坝
30余处，全区安全度汛基础不断夯实。

强化隐患排查整改，密集巡查严防不测，双清区——

做足汛前准备 力保安全度汛

邵阳日报 4 月 14 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李慧兰
范倩倩 刘铭）4月12日上午8
时30分许，“献血达人”邓牮再
次走上停靠在单位大院的无
偿献血车，撸起袖子无偿献血。

40岁的邓牮是来自市交
通运输行政综合执法支队的
一名志愿者。近年来，他年均
献 血 两 次 ，目 前 累 计 献 血
8000 余 毫 升 ，获 2014 年 至
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铜奖。

“献血不但能挽救濒临危
险的宝贵生命，在奉献的同时，
自己的内心也会感受
到快乐。”邓牮说，“希
望更多的人加入到无
偿献血的队伍中来，把

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邓牮只是市交通系统众

多参与无偿献血的志愿者中
的一个。当天，市交通运输局
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开展了
无偿献血活动，得到积极响
应，共有61人成功献血，累计
无偿献血23600毫升。

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在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群众出行体验等的同时，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鼓励干部职工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等志愿者
服务，树立了交通运输部门良
好的社会形象。

61名“热血英雄”挽袖献血

山歌嘹亮唱扫黑山歌嘹亮唱扫黑。。

寨市司法所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料。

邵阳日报 4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李忠华 陈国雄）
“这样的集中走访宣传服务
真好，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到
计生最新政策和生殖保健相
关知识，还可以解决实际困
难。”4 月 12 日，北塔区新滩
镇街道居民罗美云对街道开
展的干部结对帮亲走访服务
活动点赞。

为解决服务计生家庭“最
后一公里”问题，近年来，北塔
区建立健全了区、乡（办）、村
社区三级生育关怀工作网络，
构建完善了奖、优、免、扶、保、
助六位一体的计划生育利益
导向长效机制，实现了计生帮
扶行动有效运转。在该区，计
生特殊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每
人每年享受奖励扶助。去年，
全区为301户两扶对象、独生
子女户发放政策补助金86.18
万元。特别扶助中，该区为特

殊计生家庭提供93种重病大
病住院护理补贴，区卫生健康
局、区计生协会等上门慰问关
怀，计生特殊家庭合作医疗实
报标准比其他参合人员高
10%，每年对农村计生家庭成
员进行一次免费体检……这
些持续性、人性化的扶助救助
项目一共有十多项，彰显了计
生关爱的魅力。

该区同时积极履行计生
优质服务，先后建成村级卫生
室 41 个，配齐了相关服务设
施和医疗设备，建立优生健康
检查监测室、检查点，建起孕
妇学校，讲授优生优育等知
识，全力推进计生优质服务

“促进工程”。除了进行经常性
随访服务，建立孕情跟踪档
案，该区还连续7年联合市级
医院，采取分村定点的形式为
育龄妇女进行免费妇科疾病
检查、义诊达3万余人次。

北塔区暖心服务
关 爱 计 生 家 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