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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王宇） 10 月 9
日，2019 年湖南省保健食品进
乡村专项科普宣传活动在新邵
县迎光乡大抵村举行。省食安
办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
刘湘凌，省食安办副主任、省市
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跃
文，副市长晏丽君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由省市场监管局
主办，市市场监管局、新邵县人
民政府承办，主题为“科学认知
保健食品，明白理性放心消费”。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保健
食品公益视频播放、知识讲解、
反面案例剖析、有奖互动问答、
知识展板呈现等方式，深入浅出
普及保健食品的相关常识，让乡
村消费者科学认知保健食品、远

离保健食品欺诈陷阱。
刘湘凌指出，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食品安全消费问
题，深入开展护老行动，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规范整治
保健食品行业市场秩序，通过查
处一批保健食品违法案件，捣毁
一批制假售假窝点，惩罚一批违
法失信行为，促使保健食品市场
秩序和消费环境逐步向好。同
时要进一步加大保健食品科普
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及
时发布保健食品消费警示、典型
案例，引导公众合理选择、科学
食用保健食品。

活动期间，省第二人民医院
多个科室专家为当地村民开展
义诊服务。

科学认知保健食品
明白理性放心消费

2019年湖南省保健食品进乡村专项科
普宣传活动在邵举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唐晓敏） 按照市
委开门抓主题教育的要求，为切
实找准全市组织工作和组织部
门自身存在的问题，10月8日上
午，市委组织部召开“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门纳
谏座谈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张皓主持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开门见
山、畅所欲言，围绕干部选拔任
用、基层党建、人才引进、老干部
工作、编制管理、深化机构改革
和组织部门自身建设等方面，共
提出意见建议70余条。部机关
主题教育办公室对意见建议进
行认真归纳、梳理，由各科室逐

项认领，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
抓好整改落实。

张皓在座谈会上强调，全市
组织部门要按照市委开门抓主
题教育的部署安排，落实“四个
对照”“四个找一找”要求，在深
入检视问题的基础上，坚持“请
上来”“走下去”相结合，通过多
种方式、多个渠道广泛征求意
见，进一步找准组织工作和组织
部门在主题教育中要解决的突
出问题，明确努力方向。要始终
坚持不等不靠，立行立改，从一
开始就将各项整改抓实抓到位，
切实解决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
问题，努力在全市主题教育中当
先锋、作表率。

找准问题 抓实整改
市委组织部召开主题教育开门纳谏座

谈会 张皓主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李文） “这么多
年来，我与亲朋的书信往来都依
靠邮政，那一张张邮票见证了我
的人生轨迹，感谢邮政给我带来
的便利。”10 月 9 日，在第 50 届
世界邮政日暨邵阳市第17届集
邮展览、《中国梦》MV发布仪式
现场，著名作家张扬这样说道。

当天，在活动大厅外举行了
以“壮丽七十载，奋进新时代”为
主题的邵阳市第 17 届集邮展
览，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日新月异的变化。邮展还特别
邀请邵阳籍老红军、抗战老兵、
劳模及与新中国成立同年出生
的代表来到活动现场，与市民一

道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国

梦》MV首发仪式。该MV以邵
阳邮政干部职工齐唱《中国梦》
歌颂祖国为主线，以崀山、南
山、爱莲广场等邵阳地标性风
景名胜和建筑为背景，进一步
展现“人民邮政为人民”的社会
责任与担当，宣传推介邵阳人
文旅游资源。接下来还将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周年》朗读者活动、“扶贫助
农”农产品展示和“汽车下乡、
助农发展”等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为
济、副市长晏丽君、市政协副主
席李少华参加活动。

我市举办第17届集邮展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刘
波 通讯员 张雪珊 郑永湘） 9 月
30 日上午，“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
双清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新闻发
布会举行，双清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候选人曾峤林就双清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重大成就发布新闻。

曾峤林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
是建区22年来，双清区经济综合实力不
断增强。到 2018 年，全区 GDP 达到
166.86亿元，是1998年的13倍。财政总
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分别为 1998 年的 15 倍、281
倍、22 倍。农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收
入分别为19557元、29517元，是1998年
8倍、5倍。工业、商业、外贸总量居全市
第二、三区第一，综合实力稳居全市第
一方阵。在全省 2017 年度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推进工作考评中，双清区全面小
康提升幅度位列全省三甲，经济快进跻

身全省四强，被评为全省一类县（区）。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多。2017

年，作为邵阳市唯一迎检县区通过国家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考核验收，2018年在
全市率先完成城区超大班额化解。9个
省级贫困村通过省级验收全部退出，贫
困发生率下降至 0.18%，被评为湖南省
2018 年度脱贫攻坚先进县市区。企业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十四连调”，建
区22年来累计有12万余人实现就业或
再就业。2018 年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
达 9.5 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82%，比1998年增加21.6倍。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2018年底，城
区面积扩大到6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11%，居全市之首。近年来，先后投入1
亿余元提质改造小街小巷148条，启动实
施棚改项目28个，一批工矿和城市棚改
项目走在全市前列。紫薇公园、时代公
园、爱莲文化广场等市民休闲场所相继建

成，让邵阳新增了一批城市名片。城区主
干道亮化率、自来水覆盖率达100%，气化
覆盖率达90%以上。先后荣获全国计生
优质服务县区、全省全面小康经济快进县
区等荣誉称号，并先后通过国家卫生城市
和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考核验收。

政治生态风清气正。该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更加自觉；认真开展“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讲政
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
党组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断提升。

综合实力稳居全市第一方阵，全面小康提升幅度位列全省三甲，建区22年来——

双清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忠华）
9 月29日，北塔区机关各单位微信群分
别收到“一张图教你怎么学、怎么做”“主
题教育应知应会30题”PPT。自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该区积极为广大党员量身
定制主题教育“学习套餐”，确保理论学
习有收获。

主题教育，学习教育是重点。该区
制定主题教育学习清单，截至9月25日，
各单位举办读书班57期，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自学，并参加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
策教育、先进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74场
次，确保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走实走深。

该区举办主题教育指导员、党务骨
干培训班6次，高标准完成主题教育“规

定动作”。以此为基础，利用微信公众
号、手机短信等，把党章党规、系列讲话
不定期编制成图文并茂的学习课件发送
至信息终端，方便党员随时随地学习。
对退休党员，特别是年老体弱、行动不便
的党员，组建帮学小分队，采取上门送
学、送资料等形式，灵活有效组织学习。
还在“两新”组织设立了乡街道党建服务
点5个，统筹安排“两新”党组织党员集
中培训5次。

此外，该区突破难点，抓实流动党
员、农村党员主题教育学习。全区成立

“流动党员之家”5 个，相关党支部通过
微信群、“二维码党课”、返乡“补课”等形
式，多渠道抓实学习教育。针对农村党
员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问题，该区组

织宣讲小分队，每个宣讲小分队由1名
区理论宣讲团成员带队，配备驻村第一
书记、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1至2人为
成员。他们走村入户、到田间地头讲授
微党课，通过谈身边冷暖，聊家事、国事、
天下事，让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
基层更接地气、更有感染力。

截至目前，该区开展主题党日、社会
治安大家谈、志愿清洁家园、走访慰问等
活动 10 多项，共发放学习资料近 4000
套，开展专题讲座、微党课40余场，确保
辖区党员主题教育学习全覆盖。

北塔区主题教育“学习套餐”接地气

又讯 （记者 刘小幸）10月9日下
午，记者从邵阳市消防支队了解到，为圆
满完成国庆安保各项工作任务，该支队
积极谋划，提前20天进入战备状态。10
月1日—7日，共接处火警120起，出动车
辆211台次，出动指战员1477人次，出色
完成了灭火及各类抢险救援工作任务，
确保了我市消防安全形势平稳可控。

今年国庆期间节庆活动多，安保任
务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调度
部署消防安全保卫工作，开展集中约谈，
市县两级党政领导亲赴一线开展督查检
查。市安委会出台专门文件，市消防安
委对10个行业部门下发《工作提示函》，
对照潜在问题，层层压实责任。

邵阳消防支队突出强化教育动员，
将国庆消防安保与“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紧密结合，自9月10日起全
员取消休假，成立党员突击队15支，设
立党员先锋岗27个。机关干部下沉一

线，严格执行双领导值班、双班备勤制
度，每天开展远程拉动、战备检查，依托
高层、水域2支专业处置队，深入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火灾隐患单位开展熟悉
演练，有效提升灭火救援实战能力，对
群众性庆祝活动和景区等场所派驻力
量前置巡逻、现场执勤，将所有警情上
调一个调度等级，每天不定期对专职消
防队、微型消防站进行抽查，确保关键
时刻发挥作用。

此外，邵阳消防支队还联合公安、
卫计、民政、文广等行业部门开展集中
检查80多次，共排查高层建筑983栋、
危化企业464家、文博单位362家，沿街
门店1.8万家；督促1230家重点单位全
面落实自查评估、设施维保、全员培训
等措施。

10月1日早晨与晚上，武冈市幸福合唱团在王城公园自发组织演唱，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通讯员 王岐伟 谢 军 摄影报道

双清区龙须塘街道从9月份开始开展“防风险、保安全、
迎大庆”安全生产行动，对辖区加油站、超市和规模企业进行
安全生产大检查，查处各类安全生产隐患36处。图为9月30
日，该街道负责人在辖区加油站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岳运成 罗喜红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朱勋） 10月8日，记者
从市安委办了解到，10月1日至7
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国庆期间，全市各级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安
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围绕“防风
险、保平安、迎大庆”工作主线，结
合各自安全生产特点，强化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扎
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
管控、大整治”行动；加强节日期
间的安全生产宣传、提示警示和
预警预报，积极营造关注安全、关
爱生命的良好氛围；严格执行节
日期间值班值守和主要领导带
班、值班领导和值班人员24小时
值班制度，进一步强化应急救援
准备和演练，有效防范和遏制了
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国庆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