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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5 月 24 日 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杨连喜）
5月20日召开的湖南省投资暨
产业项目建设年和重点建设项
目推进会公布了2019年全省重
点建设项目名单，我市 17 个项
目入选，涉及高端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全域旅游和健康养老、
基础设施、能源及生态环保等
领域。

在入选的 17 个项目中，5
个项目由我市独立实施，分别
为邵阳家用厨电智能制造、武
冈市帝立德工业园智能制造、
邵东廉桥医药制造基地、隆回
大健康科技产业园、桑德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生产线等，年度
投资共计22.5亿元。

潭邵高速公路大修二期工
程（娄底至范家山段）、湖南电
网±800 直流、气化湖南工程

（2019 年）、湖南电信 2019 年建
设项目、城镇棚户区改造和重点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12个项
目为跨区域或打捆项目。

近年来，我市省重点建设
项目迅速推进。2018 年，我市
19 个项目进入省重点项目名
单，共完成投资209.81亿元，为
年计划113.87%，高于全省平均
值5个百分点。其中，全市农村
公路建设超年计划 59.15 个百
分点，排全省第 1 位；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质工程为年计划的
401.37%；潭邵高速公路大修二
期工程（范家山至周旺铺段）按
期完工通车。建成运行的怀邵
衡铁路成为目前我市连接东南
沿海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最便
捷、最快速的运输通道，有力地
促进了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

2019年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公布

我 市 17 个 项 目 入 列

各式各样的农家小院拔地而起，新铺
好的村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杨柳在春风
的吹拂下摇曳，偶尔有下地干活的村民擦
肩而过，亲切地与我们打着招呼……5月
17日，记者来到隆回县鸭田镇寨李村，看
到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鸭田镇寨李村位于镇西北边，与娄
底市新化县接壤，辖11个村民小组，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48户、514人。2018年
隆回县林业局驻村帮扶，目前已脱贫143
户502人，尚有5户12人未脱贫。

易爱连：“日子越过越好”

从寨李村扶贫工作队驻村住所步行
到易爱连家，有1.5公里的路程。易爱连
是个典型的缺劳力建档立卡贫困户，她丈
夫已去世8年，儿子在外打零工，之前娶
了个外地媳妇生了一个女儿后离家出走，
至今杳无音信，留下婆孙二人相依为命。

同行的扶贫工作队员介绍去年来到
她家入户调查时的一个情景：地上摆着
几个接漏雨的盆，一只猫与她的孙女蜷
缩在陈旧简陋的床上……而今走进易爱
连的家，却是另一番景象：房子焕然一
新，床上换了新被子，还增添了些许家
具，整个家中增添了不少生气。

正在给孙女穿衣服的易爱连告诉记
者，通过政府帮扶，家中房子得到整修。
后来又在产业帮扶下，她去当地一家工

厂务工，每月能获得固定报酬，生活得到
了很大的改观。去年冬季，当地政府部
门上门慰问，还给婆孙俩送去了两床棉
被和300元慰问金。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家里的房子
得到了修缮，每个月我还能靠打工赚点
钱补贴家用，就连孙女的学费也不用愁
了。家里现在什么都不缺，日子越过越
好，我现在感觉很幸福。”易爱连激动地
说道。

卢荣华：“党的扶贫政策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

离开易爱连家，走过一段田间小路，
我们来到贫困户卢荣华家中，她是隆回县
林业局副局长李艾平的帮扶对象。打过招
呼后，卢荣华似乎觉得头发有点凌乱，有点
不好意思的她赶紧对着镜子梳了梳头。

今年46岁的卢荣华，外表要比她实
际年龄大许多。3年前她有个不错的家，
一家 6 口生活幸福。谁知天有不测风
云，2016年新房才刚刚建好，丈夫患癌症
去世，不久后大儿子又得病离世，留下一
身债务和3个未成年的孩子。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想死的心都
有了。村里知道我家情况后，把我家纳
入了兜底贫困户，平时还经常有县里的、
镇里的领导干部上门开导我，安慰我，帮
助我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还帮我找

到了一份工作，是党的扶贫政策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现在，我要精神点、穿整洁
点，不能给党和政府丢脸！”卢荣华说道。

罗忠明：与百姓“打”成一片

“罗主任，到底我们还能不能领到产
业帮扶资金？”当天下午，村主任罗忠明
刚从镇政府回到村部，就碰到为产业帮
扶资金争吵的王以族老两口。王以族今
年72岁，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惠农卡上有
1980元打进来，今年怎么还没有打来？”
王以族向罗忠明询问道。“你们家去年已
经脱贫了，按照相关政策，只有还未脱贫
的贫困户才能享受政策补贴。”罗忠明耐
心地解释道。两位老人听完解释后，心
中的疑惑解开了，相伴回了家。

罗忠明处理完此事后，立即回到办
公室。他从镇政府拿回两大捆需补充的
扶贫资料。因为时间紧迫，他一到办公
室，赶紧坐在桌前忙起来。

像罗忠明这样在扶贫一线的工作人
员还有很多，他们身扛百姓事，心系百姓
情，耐心细致地帮百姓解决各种问题，普
及扶贫政策，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寨李村的扶贫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阳琼 谢文喜

邵 阳 日 报 5 月 23 日 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宾逊尼
刘元辉） 5 月 19 日，国网邵阳
供电公司举行2019年防汛应急
演练，来自全市供电系统的6家
单位、156名工作人员参加。

此次演练模拟邵阳地区连
日遭遇强对流天气，突降暴雨，
资江水位上涨，洪峰过境市区，
发生洪涝灾害。城区变电站、输
电线路、配电线路等电力设施严
重损坏，变电站进水，重要线路
跳闸，供电台区紧急避险停电。

演练开始后，该公司防汛办
公室立即启动预警响应，各专业
抢修救灾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
展抢险救灾工作。现场，应急抢
险队员接到“资江一桥公变遭洪
水围困，请迅速赶往现场对涉水

区域进行停电”的命令后，演练
人员立即手拿工器具登上冲锋
舟，前往涉水区域对配电变压器
实施停电。在资洲变10千伏高
压室内，应急人员实地核实水淹
现场后，果断实施停电避险，并
要求配网调度值班员进行10千
伏负荷转移。城东、城西配电抢
修班分头赶往各条10千伏线路
的隔离开关杆位，实施倒闸操
作。配网调度值班员核实停电
范围后发布停电信息。整个演
练过程紧张而有序。

防汛应急演练现场指挥、国
网邵阳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卫
表示：“我们立足抗大洪、抢大
险、真演实练，在真险情来临之
际，能够保证我们的应急队伍拉
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供电部门举行防汛应急演练

邵阳日报 5 月 22 日讯 （记者
袁枫 通讯员 王洪林） 5 月 22 日，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主
汛期间，该局未雨绸缪，对易发生地质
灾害的区域，采取多种防范应对措施，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市地质构造复杂，地质灾害发
育强烈，是全省地质灾害危害最严重
的市州之一。目前全市共有地质灾害

隐患点 2776 个，纳入市级防治方案的
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164 个，其中省级
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19 个。

今年来，该局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
安全度汛“两个确保、三个第一时间”的
工作要求及“三个严”“六个一律”的工
作措施，在地灾防治工作中主动担当、
勇挑重担，建立完善了领导带班值守、
双人双岗 24 小时值班、汛期巡查排查、

监测预警、灾情速报等制度。采取现场
督办、零点调度等多种方式，层层传导
工作压力。积极开展汛前排查、汛期巡
查、汛后复查，开展群测群防，及时发送
预警信息，发放地质灾害防灾明白卡
3000余张，发放宣传资料50000余份。

据统计，1-4月份我市共发生地质灾
害15起，造成经济损失173万元，成功预
报地质灾害2起，避免人员伤亡9人，避
免经济损失22万元。

多措并举防治地质灾害

邵阳日报 5 月 24 日讯 （记者
杨 钢强 通讯员 陈明敏 佘碧辉）

“为了高铁新城的建设，我们愿意配合
征地拆迁工作，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
分地建新房了。”新邵县坪上镇百宁村
征拆安置户肖有梅高兴地说。5 月 22
日，在邵阳高铁新城公司主导、坪上镇
党委政府的配合下，34 户拆迁户集中

安置宅基地分配在镇政府会议室顺利
完成抽签。

百宁村集中安置点位于邵阳高铁新
城的筱溪路和坪江路的交叉口，占地60
亩左右，规划设计为“坐南朝北”，目前
已完成基础工程两间户型24户、三间户
型26户。为确保安置地顺利分配，沪昆
高铁邵阳北站站前开发办、邵阳高铁新

城公司和坪上镇党委政府严格依法依
规，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制定了切合实
际的安置方案。抽签定地会上，在镇纪
检和群众的全程监督下，对征拆户身份
证、户口本、电话等身份信息进行核对，
采取现场抽签形式进行，第一轮抽顺序
号，第二轮抽房号位置，最后在确认表
上签字确定房屋位置，整个过程阳光公
正、文明和谐。

“安置地环境蛮好，方便找工作和读
学，等安置区的水、电、路开通后，我要建
新房啦！”征迁安置户拿到抽到的房号位
置后都喜笑颜开，并当场办理相关登记
手续，签订相关承诺书。

高铁新城建 村民乐拆迁

“ 我 要 建 新 房 啦 ！”

5 月 23 日，
新邵县龙溪铺镇
十字路村的一处
高岸田里，村民
正忙着插中稻。
这里是原龙十煤
业公司的矸石山
和生活区，2018
年12月，该镇共
投资400多万元，
完成 108 亩水田
和25亩旱地的复
垦。目前，复垦
地改良工作已经
完成，灌溉系统
和排水系统也已
建好，完全具备
了种植粮食作物
的条件。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能广
陈艳华
摄影报道

5月24日，双清区石桥街道计生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计生
特困家庭关爱活动，共给20户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家庭
送去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并上门进行血压、血糖、心电图
等健康体检服务。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钟能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5 月 24 日 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彭毅）
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会议 5 月 24
日召开，贯彻落实全省科技创新
工作会议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总结 2018 年全市科技创
新工作，部署 2019 年科技创新
重点工作任务。副市长李华和
出席。

李华和指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事关我市全面发展的前
途命运。要认清形势，牢记使命，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
确方向，聚焦发展，加快构建现代
创新体系。要紧紧抓住提升经济
竞争力这个核心，助推产业转型、
培育创新主体、完善载体平台、构
筑人才高地。要深化改革，激发

活力，打造科技政策洼地。各级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为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保障，加
强领导，落实责任；创新观念，提
升素质；创造环境，营造氛围。

据悉，2018年，我市被评为
全省实施创新引领政策措施成
效明显的地级市；2019年，我市
将全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建
设、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农
村和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深化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完善引进海外
人才智力项目管理模式。

邵阳学院、邵东县科工局、
邵阳经开区作了经验交流发
言。当天下午还组织了培训交
流会。

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