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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隆清泉） 6 月 20 日，
市互联网行业党建工作推进会
暨市互联网行业党委成立大会
召开。省委网信办副主任、省互
联网行业党委副书记屈贵全到
会讲话。他指出，邵阳市推进互
联网行业党建工作行动迅速、措
施得力，率先成立互联网行业党
委，走在全省前列。

我市坚持党管互联网，认真
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
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从顶层设
计上建立健全互联网企业党建工
作机制。今年4月下发《中共邵
阳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共邵
阳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确保统筹推进全市互
联网行业党建工作有专门

力量、专岗专责。5月召开的市
委网信委第一次会议要求大力推
进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两新
工委）牵头抓总、业务主管部门和
行业组织直接负责、园区和街道
（乡镇）党组织区域化管理的互联
网行业党建工作体系。市委网信
办与市公安、工信、商务、文旅广
体、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为
期三个月的排查摸底，强化政治
引领，突出教育引导，努力构建互
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的大格局。

会上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
中共邵阳市互联网行业委员会
的批复》，随后召开了市互联网
行业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市互联网行业

党建工作奋力争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6月21日下午3时，市气
象台发布防汛气象预报，21
日晚至24日我市有一次强降
雨天气过程，各地需加强防范
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和地
质灾害。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6 月 21 日至 24 日，副热带高
压南退，受中低层切变线影
响，我市有一次大到暴雨天气

过程，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
雨强40-60毫米，过程累积雨
量为60-80毫米，局地可能达
到 150 毫米以上。气象部门
提醒，各地需加强防范持续性
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
灾害、城乡内涝及中小河流洪
水；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
建议加强大中型水库水位调
度；需防范广西客水引发的夫
夷水上游洪涝灾害。

周末我市将迎强降水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杨锋 岳榕） 6月
20 日下午，市水文局发布消
息，截至当日8时，我市1-6月
累计面降雨 864.2 毫米，较历
年同期偏多16.4%。其中6月
以来，全市累计降雨 174.0 毫
米，较历年同期偏多3成。

市水文局表示，根据当日
8时监控数据，目前全市各河
流均在警戒水位1.5米以下运
行。根据当前雨情水情及数
值降雨预报，该局预测：6月22
日-23 日前后，巫水干流、资

水干流可能发生警戒水位左
右洪水。资水南源夫夷水受
广西资源境内暴雨叠加影响，
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同时，强降雨区内中小
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要
重点防范巫水流域、夫夷水
流域及赧水上游（城步至武
冈）沿线山洪易发区小流域
洪水。受前期持续降雨影
响，当前土壤含水率偏高，局
部地区地质结构稳定性弱，
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
的山洪、地质灾害。

水文部门预测当前雨情水情形势

警戒及超警戒水位洪水可能发生

6月20日下午，广厦文化教育创
意园举行招商发布会，吸引芒果影
院、酷贝拉、芒果破冰、腾讯智慧城市
等商家入驻签约。

广厦文化教育创意园是由湖南广
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广厦名都
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总
投资5亿元。广厦文化教育创意园是以
文创教育地产为载体，按北塔区文旅兴
城的战略发展目标，与相关产业及互联
网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包含邵阳市首
家一站式亲子教育生活体验中心、网络
购物平台购马商城、skr mall 时尚购
物中心、辣妈潮宝街、商务酒店、高端写
字楼等构成线上线下全新体验式商业综
合体。该创意园计划年底建成，将为我
市有志青年提供创新创业平台。预计创
意园可吸纳400家小微企业，每年创造
GDP 5亿元，税收6千万，解决就业人
数3000多人，极大推动北塔区文旅兴城
发展目标。 （伍洁）

文
创
教
育
助
推
文
旅
兴
城

广
厦
文
化
教
育
创
意
园
举
行
招
商
发
布
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
讯员 郑国华） 6 月 18 日，一场以“牢
记使命，不忘初心，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为主题的大型文体交流活动在新宁
县金石镇马头桥村休闲娱乐广场举行。
20多支文艺队伍献演了《东方红》《绣红
旗》等30多个红色题材的文艺节目，吸引
周边村庄群众争相观看。

这场活动由金石镇党委、政府主办。
为这场活动搭建平台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澳洲侨胞夏云政。夏云政以改善家乡人居
环境、丰富乡亲文化生活作为回报家乡的
方式。2016年，他捐款150万元修建了马
头桥仿古桥亭，之后又出资15万元购置仿
古灯笼36盏、安装监控设备、加固美化河

道，使家乡环境发生可喜变化。为了丰富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当年他还出资28万
元举办了文艺汇演和春节晚会。2018年，
夏云政获评邵阳市“最美乡贤”。

今年，夏云政为家乡建设又增新动
作。他先是捐资2万元用于美饰桥亭和
组织春晚活动，让村民度过了一个别样
的春节。接着又出资 30 万元修建了面
积 300 多平方米的村休闲娱乐健身场
所，为村民跳舞健身、休闲娱乐提供了
便利。在举国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他特意出资 6.1 万元，定制了一尊
高 1.83 米、用一级汉白玉石材精心雕制
的毛主席塑像，于 5 月 31 日运回家乡落
成，引得周边村民纷纷前来瞻仰。此次
夏云政赞助的大型红色题材文体交流演
出，更是让大家抚昔思今，备感党恩，盛
赞新时代。

侨胞献爱 马头桥村唱响红歌

6 月 19 日，北塔区陈家桥乡党政干
部兵分13路，分赴该乡8个村、3个社区
和2个专业场，带领当地群众开展集中统
一的“城乡环境大整治”活动。

当日，在300亩荷花吐香的田庄村，
干部群众顶着烈日，将村组卫生死角的
垃圾全部清扫一空。“我们村现在是旅游
区，不把卫生搞好，怪丢人的！”村民李春
艳说。

在兴旺村的百亩葡萄基地里，致富带
头人梁伟正带领80多名群众在基地里修
葺采摘便道。“过不了多久，葡萄基地就要
开园了。我们要以一个崭新的形象，迎接
前来采摘葡萄的客人。”梁伟说。

杨旗岭社区是陈家桥乡最靠近中心
城区的村级单位，南面毗邻湘郡铭志学
校。当日傍晚，面对被整治一新的社区
面貌，居民们一致表态：“我们绝不让湘
郡铭志学校的孩子闻到一丝从我们杨旗
岭社区飘过去的异味！”

“3万多名干部群众同心合力加强环
境整治的干劲，来源于我们精心组织的
一场人居环境整治座谈会。”陈家桥乡党
委书记陈芳介绍。

陈家桥乡属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环
境整治工作到底要如何抓？如何建立起长
效机制？陈家桥乡党委、政府经过反复考
虑，觉得还是要问计于辖区的广大干部群
众。通过社区从楼栋选拔、村（场）从自然

院落选拔的方式，6月12日，陈家桥乡召开
了由39名群众代表和全体乡、村（居、场）
干部参加的“陈家桥乡人居环境整治座谈
会”。会上辣味十足——

“从2012年算起，环境整治搞了七八
年了，要说一点成绩没有，这不客观，但
实际效果的确让人有点泄气……”这是
一名退休返乡干部的发言。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总把环
境整治当作突击任务，没有恒心，也没有
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名“乡
村评论员”的话语。

渐渐地，大家讨论的话题集中到没有
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和没有建立长效机制
两个问题上来。主持座谈会的乡长苏勤立
即引导大家就如何打好环境整治“人民战
争”和保护环境整治既有成果的议题上
来。一时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场面好
不热闹。最后，苏勤代表乡党委政府宣布
了陈家桥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八字方
针”：清脏，治乱，增绿，三包。

“我觉得，到今年年底，乡党委政府
除了对全乡13个村级基层单位的环境整
治进行奖优罚劣外，我们还要举行一场
传统游戏：排名最后的，抬着猪羊到排名
最先的村（居、场）里去‘拜师学艺’！”一
名德高望重的老村干部提议。

顿时，全场鸦雀无声。
“我看可以！”乡长苏勤挥手表态。

随即，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整治村容村貌，既治面子，又治里

子，还要一年四季一以贯之。人居环境
整治座谈会结束后，陈家桥乡抽调精干
力量成立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领导小
组，按照“八字方针”，通过扎实开展“垃
圾大清扫，杂物大清理”行动和干部分片
评比活动，彻底消除垃圾死角，确保视线
范围内无垃圾、无积水、无杂草和漂浮
物，全乡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继续发生
趋好变化。截至目前，陈家桥乡共出动
机械370多台次，清理建筑垃圾和混合垃
圾2000多立方米；村村配备保洁车、保洁
员和垃圾桶；各村、社区、场党支部还纷
纷开展“整治环境，清洁家园”主题党日
活动，签订党员带头承诺书，发挥示范标
杆作用。

“想方设法调动群众积极性，激励老
百姓踊跃参与，才是环境整治的治本之
策。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完善垃圾分类处
理、保洁员绩效评估、村干部和包村干部考
评制度，因地制宜，打造整治亮点，通过评
比示范院落、发放流动红旗和小奖品等方
式，不断激发群众的荣誉感和参与度，确保
城乡环境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助力我市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陈芳表示。

三万干群齐努力 美丽家园扑面来
——陈家桥乡“变脸”记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曾伟 唐龙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霞） 6月14日，新宁县
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精心组织、缜
密侦查，破获一起团伙贩毒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何某军、王某玲、郑某
军、李某求等4人。

当日，新宁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办案民警发现罪嫌疑人李某求的
活动踪迹，立即进行布控。当时李
某求非常谨慎，驾驶车辆不断绕
行。上午8时40分许，李某求驾驶
的车辆行至一人迹稀少的路段，民
警果断出手，前后夹击，将最后一
名团伙成员李某求抓获。至此，该
团伙4名主要犯罪成员全部落网，
贩毒团伙被成功摧毁。

今年 4 月初，该局禁毒大队
办案民警获悉，犯罪嫌疑人何某

军、李某求从外地购买冰毒后分
销给下线郑某军、王某玲等人，再
贩卖给零散吸毒人员。禁毒大队
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全面侦查，
查明以何某军为首的贩毒团伙成
员的基本情况，并掌握了该团伙
的活动轨迹。办案民警通过周密
布控，设点守候，5月中旬先后将
贩毒人员何某军、王某玲、郑某军
等3人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军、李
某求、郑某军、王某玲等4人因涉
嫌贩卖毒品罪已被新宁县公安局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新宁警方破获一起团伙贩毒案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王韬）
“市场监管职责推进到哪里，纪
检监督责任就跟踪到哪里，通过
严督实查，助力市场营商环境大
提升。”在6月18日上午召开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风纪律、执
法办案专项督查工作安排部署
会上，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管
局纪检监察组作出庄严承诺。

根据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
监管局纪检监察组在市场监管系
统组织开展的“六个一”活动（发
一份工作提醒函，开展一批次约
谈，开展一次纪律检查，开展一次
专项督查，开展一次党风廉政建
设教育培训，开展一次警示教育
等六项廉政监督专题活动）的安
排部署，结合近日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30条
措施》），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
管局纪检监察组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迅速组织开展第二轮作风
纪律、执法办案专项督查工作。
本次专项督查工作剑指《30条措
施》中提及的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乱收费、乱罚款、吃拿卡要
以及随意摊派、故意刁难、漠视企
业利益等各类损害营商环境的违
法违纪问题，全力助推《30条措
施》中关于提升服务效能、规范涉
企收费、转变服务作风、规范监管
执法行为等涉及作风纪律、执法
办案的具体条款落实落地。本轮
专项督查将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现场查访窗口、查阅
相关资料、随机走访和电话回访
办事群众等手段，重点检查工作
纪律、执法办案廉洁情况、行政审
批、行政许可过程中服务态度、办
理时限、群众满意度等相关情况。

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管局
纪检监察组组长姚曙光表示：纪检
监察部门将立足自身职能，全力抓
好市场监管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真正做到市场监管工作推进
到哪里，纪检监督执纪就跟踪督查
到哪里，做到全覆盖，无盲区，确保
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的每
一条措施都不走样不降标，以铁的
纪律，强监管，促作风，为进一步优
化我市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立 足 纪 检 监 督 职 能
助 推 营 商 环 境 优 化

市市场监管局部署作风纪律执法办案专项督查工作

6 月 15 日，新邵县坪

上镇朗概山村养猪专业户

刘新民正在为野猪投喂饲

料。刘新民勤劳致富，专

注养猪40余年，近年来主

要从事花猪和野猪养殖，

目前共存栏宁乡花猪 50

头，野猪50头，土杂猪200

头，母猪60头。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能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