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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上午，绥宁县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扶贫车间投产仪式同时在
湘商产业园、红岩镇、鹅公岭、瓦屋塘4个
集中安置点举行。该县精准推行“扶贫
车间”长效产业扶贫机制，持续带动贫困
户增收致富，“扶贫车间”已成为该县承
接产业转移、巩固脱贫成效的重要载体。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绥宁县委、
县政府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举全县之力向贫困宣战，狠抓产业扶
贫、行业扶贫、就业扶贫，快速推进“扶贫
车间”建设。该县围绕场地费、物流费补
贴、就业补贴、创业补贴、预招工工资补
贴、金融支持、一事一议政策等出台系列
扶持政策，积极鼓励县内外企业到贫困
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村开办“扶贫车
间”，解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和稳定就
业增收问题。同时，设立“就业扶贫车

间”申请、认定绿色通道，保障资金投入，
推动项目落地。各职能部门和相关乡镇
相互配合，做好“就业扶贫车间”的矛盾
调处、招聘用工、日常监管。

目前，该县共在 9 个乡镇设立 10 家
“就业扶贫车间”，共解决1020名群众的
就近就业问题，其中贫困劳动力达 535
人。其中，湖南省震宇工贸有限公司于
今年初落户绥宁，至今投资2000余万元
建成 4 个“扶贫车间”，设立了 26 条制鞋
生产线，招收包括463名贫困劳动力在内
的近800名农村群众就近就业。

扶贫车间建到家，致富无须向外跨。
去年12月，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乐安铺苗
族侗族乡瓦窑村6组建档立卡贫困户陈代
志一家在关峡湘商产业园易地搬迁集中安
置点安家。今年3月1日，陈代志、钱杏花
夫妇进入园区“扶贫车间”务工，试用期间

每人每月工资1500元，熟练后每人每月工
资可达1800元至2500元，实现了“搬得出、
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目标。陈代志感
慨道：“上班很方便，从新家到车间上班，步
行大致5分钟。感谢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好
的平台，让我们增加了收入，安稳了生活。”

听说家乡建有“扶贫车间”，在广东、
浙江务工十多年的红岩镇陡街村9组贫
困群众莫爱平返乡就业，进入盐井安置点

“扶贫车间”上班。每天早上，莫爱平会骑
6分钟的电动车到车间上班。莫爱平说，
因为自己以前做过鞋子，工艺熟练，所以
工资待遇比外边差不了多少，且平时能够
照顾好家庭，“赚钱顾家两不误”。

“扶贫车间”建到家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向云峰 钟祥胜 秦壬娥

邵阳日报 4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杨鹏） 4 月 10 日，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抢抓
春季造林有利时机，组织全局
干部职工及志愿者、当地热心
群众等共200余人，分南山、两
江峡谷、白云湖、金童山4个栽
植区域，共植树1500余株。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
局在充分开展实地调研的基
础上，根据植树活动栽种区域
不同的土壤、气候条件以及涵
养水源、水土保持、生态修复
等不同生态服务功能，因地制
宜选择了侧柏、金桂、紫薇、红
花木莲等栽植树种，并专门指
派林业技术人员实地进行造
林技术指导，确保造林成效。
不到半天时间，所有苗木全部
栽种完毕。这些树成活成林
后，将有效防风固沙、保持水

土和修复生态，为湖南南山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增添新绿。

自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启动以来，南山国家公园管
理局大力健全绿色发展机制，积
极推行林下经济、生态修复等项
目建设，采取集体林地流转、核
心区封禁管理等有力措施，着力
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效益
显著的生态安全体系。目前，试
点区内51.7万亩集体林地已完
成流转登记 30 万亩，占比约
60%；森林封禁面积达35万亩，
占严格保护区面积的 80%。
2019年，该局将协同城步苗族
自治县政府计划完成试点区内
松、杉、南竹等用材林植树52.5
万株，共计3200余亩；梨、青钱
柳、油茶等经济林植树24.8万
株，共计 2100 余亩；森林抚育
5000余亩，草山修复2万亩。

干群同心干 南山添新绿

邵 阳 日 报 4 月 12 日 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原来我在广东务工，后来经过
县里组织的劳动技能培训，掌握
了缝纫技术。现在我在县里找
到了一份工作，还包食宿，不用
再去外面务工了。”4月11日，来
自邵东县廉桥镇的谢淑梅高兴
地说道。

近年来，邵东县把握“民生
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抢
抓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
展战略的机遇，依托生态园区平
台优势，提供厂房、设备、公共服
务、税收优惠，吸引了一大批企
业入驻，同时也带动了各类人才
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去年，该县
新增创业主体 7044 户，以创业
带动城乡劳动力就业10446人。

提高群众就业能力和就业

质量的关键在于使其掌握适应
市场需求的劳动技能。该县在
乡镇、社区（村）开设劳动技能培
训班，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群体，
分别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就业技能培训等
定向式培训，鼓励群众学技术学
方法。去年，该县开展家政、餐
饮、农业养殖等行业的各类培训
共计 48 期，让 2032 人掌握了一
技之长。

“在技能培训班上，老师面
对面授课，学员课下可以互动交
流，不仅提升了大家的兴趣，还
提高了专业技术水平，让我们找
工作更便利。”邵东县火厂坪镇
龙益村的陈坚娣通过县里举办
的面点师培训学会了烘焙，现在
在一家蛋糕店上班，还萌生了以
后自己开店创业的想法。

邵东技能培训助力万人创业就业

邵 阳 日 报 4 月 12 日 讯
（记者 肖燕） 4月11日，省种
业管理处、省种子管理服务站
联合市种子管理处及邵东种子
管理站工作人员，对市区及邵
东县城、火厂坪镇部分种子门
店进行突击检查。这是我市扎
实开展春季种子市场专项整治
行动，严厉打击涉种违法行为，
确保春耕生产用种安全的一个
缩影。

当天，检查组重点检查了种
子门店经营主体的备案情况和
经营资质、品种审定及授权情
况、经营档案和台账、种子质量
等情况，对存在问题的门店，要
求立即进行整改。

市种子管理处处长张祝明
介绍，为加强春季种子市场监
管，我市组织开展春季种子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自 3 月 5 日至
今，市种子管理处联合市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出动执法车
辆50台、执法监管人员200余人
次，对全市 35 家种子门店进行
了检查，全市共抽取水稻、玉米
种子样品 157 个，对种子纯度、
真实性等进行送检，每个样品从
扦样到生产商确认等过程严格
要求按流程办事。

近年，我市大力推进种子经
营备案工作，现已完成822家门
店 的 备 案 工 作 ，完 成 备 案 单
7916 件，备案率达 90%以上，种
子管理追溯体系逐步完善。同
时，利用种子经营备案系统平
台，在备案审核时，严把市场准
入关，坚决杜绝同一生态区未引
种备案、未审先推和退市品种进
入我市种子市场，将种子市场隐
患抑制在萌芽状态。此外，严厉
打击制售假劣种子、套牌侵权等
违法行为，切实规范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

我市开展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专项整治

“放心种子”保春耕

邵阳日报 4 月 14 日讯
（记者 童中涵） “安装了智
能防盗系统就相当于给我的
电动车上了‘电子锁’，再也不
用担心它会丢了，真的蛮好！”

4月13日，新邵县居民谢巧云
欣喜地举起了手中的电动车
车牌。在当天的新邵县电动
车、摩托车智能防盗备案启动
仪式上，她不仅给自己骑了多

年的电动车上了车牌，还给它
装上了智能防盗系统。

新邵县公安局工作人员
介绍，近年来，电动车、摩托
车由于没有实名登记，为电动
车、摩托车管理造成了困难。
电动车、摩托车“被盗案件
多、破获难，交通违法多、管
控难，交通事故多、理赔难”
等“三多、三难”问题，给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
大隐患。

为规范电动车、摩托车的
管理，新邵县公安局主动回应
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积极争
取县委、县政府的支持，由县
委政法委牵头、县公安局负
责、乡镇和有关职能部门配
合，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在
全县范围内推广安装“星网”

平安工程电动车、摩托车安防
系统。车辆安装该防盗系统
后，车主可在三方面受益：一
是得实惠，车主将获得3年车
辆防盗服务、3 年车辆盗抢保
险、防盗登记号牌、实名备案
防盗电子标签；二是获保障，
车辆实名防盗备案登记后，
一旦发现车辆被盗并及时报
案，报案后30天未追回的，由
保险公司给予理赔；三是享
安全，公安机关将对未办理
防盗登记且无法提供合法购
买证明的摩托车、电动车依
法予以查处，大力打击盗抢、
销赃摩托车、电动车的违法犯
罪行为。

该项工作的开展标志着
新邵县倾力打造的“星网工
程·平安新邵”立体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逐步成形，“天网”
与“地网”工程紧密交织。据
统计，活动现场，上百车主踊
跃报名给自己的车辆安装智
能防盗系统并上好车牌。

新邵启动电动车摩托车智能防盗备案工作

“星网”助力破解电摩“三多三难”

要闻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干部职工种下树苗。

4月12日，由市教育局、市音协举办的“邵阳市第三届中小学合唱指挥培训
班”在市第二中学开班，来自九县（市）三区的300余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参加了为
期两天的培训。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马咏兰 摄影报道

工作人员为电动车安装防盗登记号牌。

(上接1版)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国家长治

久安和百姓福祉，作为把握法律尺度的
审判机关，我们必须凝心聚力予以超常
规推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莫争春表示。

超常规投入。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我市两级法院均成立了以党组书
记、院长任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全市法院最强领导和最强审判力量
均集中到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线。

超常规打击。全市法院确立了“四个
凡是，五个一律”的办案方针，进一步明
确涉黑涉恶案件处罚标准和尺度，全面
落实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原则。截至目前，
全市涉黑案件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有26人，重刑率达92.8%；涉恶案件被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有68
人，重刑率明显高于一般刑事案件。新邵
人民法院审理的曾健朋等24人涉黑案，
对认定构成涉黑犯罪的16名被告人中的
15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重刑；武冈
法院审理的肖体赞等14人涉黑案，对认
定构成涉黑犯罪的8名被告人判处五年
有期徒刑以上重刑。

超常规推进。2018年以来，市中级人民
法院先后两次对基层法院进行巡检督查，
开展挂牌督办、回头看和案件倒查活动，纠
正不宜认定恶势力案件16件，移送犯罪线
索87条，提出司法建议29条，发出督办函
23份。组织集中宣判7次，宣判案件29件
125人，邀请代表、委员70余人旁听，召开新

闻发布会6场次。与此同时，在市委、市委政
法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市中级人民法院联
合公安、检察机关出台3个文件，构建了重
大事项会商协作机制，促进了全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一盘棋工作格局形成。

超常规收效。通过我市两级法院共
同努力，截至今年4月5日，全市法院一
审共审结涉黑涉恶案件119件385人，审
判认定涉黑涉恶案件 76 件 303 人。新邵

“天龙集团”和武冈肖体赞等黑社会性质
组织被彻底摧毁，洞口肖学贤等恶势力
犯罪集团被彻底扫除，恶势力头目张华
佰、周杨勇被一审依法判处死刑，其中张
华佰故意杀人案被全国扫黑办、最高人
民法院和省扫黑办先后5次作为典型案
例进行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