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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申穟穟） 10月24日，
市政府办公室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门纳谏座
谈会。

会上，部分市直部门、各县
市区及邵阳经开区的办公室分
管负责人、主任及办公室工作人
员，围绕全面提升办公室工作人
员能力素质、提升办公室工作效
率、提升办公室服务水平、提升
群众和基层满意率的“四个提
升”主题积极提出意见建议。针
对与会人员的意见建议，市政府
办公室负责人现场给予回应，表
示将认真梳理意见建议，分门别
类，形成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
专题召开市政府机关党组会议

研究讨论整改方案，建立整改清
单，列出整改任务、责任主体、整
改措施，明确整改目标和时限要
求，对问题逐项对账销号，真正
将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做好各
项工作的动力和活力。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中，为查摆问题
准确、解决问题迅速、活动效果突
出，市政府办出台《关于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门
纳谏活动的实施方案》，坚持把

“开门纳谏”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通过设立意见箱、发送书面征求
意见函、上门调研、召开专题座谈
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建议，确保主
题教育检视问题精准、整改落实
到位，力争实现“四个提升”目标。

查找解决整改问题
全力实现“四个提升”

市政府办公室召开主题教育开门纳谏座谈会

没有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薄弱，交
通也不便利，堡面前乡党委、政府如何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金秋十月，记者前
往寻找答案。

引进扶贫车间 带领群众增收

10月21日，记者来到堡面前乡政
府，负责接待的是乡长袁俊杰。“乡党
委书记曾超又到贫困户家中走访去
了，一起过去看看吧”。

在五一村71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刘德芳家，只见曾超正和刘德芳坐在一
根板凳上拉家常。看到我们一行人，刘
德芳老人连忙起身相迎，握住我们的手
激动地说：“要不是党和国家政策好，咱
们老百姓哪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刘德芳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年轻
时参过军，复员回家后一直务农。以前
靠挣工分，一家人一年大概就200多公
斤粮食，不够吃。后来改革开放，包产到
户，但堡面前乡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温
饱问题依旧没有完全解决。近几年国家
推出了精准扶贫政策，乡干部因户施
策，带领大家积极脱贫致富。刘德芳因
妻子患病，家庭条件困难，2017年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9月，堡面
前乡第一家“扶贫车间”在五一村挂牌，
刘德芳的儿媳周丹进入车间务工。“来
扶贫车间干点小活，既能照顾父母小
孩，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周丹说起村里
的扶贫车间，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周
丹在扶贫车间工作，每月可挣到近2000
元工资，一家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曾超介绍：“堡面前乡很多群众有
帮人加工棉鞋的传统，他们希望政府
搭建平台提供就业岗位，发展扶贫车
间也是回应当地群众想要在家就业脱
贫致富的诉求。”为了发展好扶贫车

间，曾超多次带领乡党委、政府班子成
员进城招商，还联系人社等部门开展
免费技术培训、联系货源、购置电车、
动员贫困户参与。

如今，邵东市益豪箱包、五好皮具
等多家箱包皮具公司与堡面前乡签订
了供货协议，保障扶贫车间的货源稳
定。全乡累计投入资金 110 万元购置
机器设备 194 台，扶贫车间已发展至
10 个，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扶贫车间
可为堡面前乡提供就业岗位 200 余
个，至少解决50名贫困人口的就业和
脱贫问题。

推出扶贫产品 帮助百姓致富

“老刘，今年喂的鸡鸭长得怎么样
啦，自己能卖得掉吗？”来到五一村贫
困户刘虎生家中走访，曾超主动走上
前与其攀谈。

“原先我们村里水泥路不通，养的
鸡鸭运不出去，也换不来钱。”刘虎生
说：“自从你们这些干部来扶贫之后，
水泥路修好了，我地里的瓜果蔬菜都
可以卖出去，养的鸡鸭也都可以卖个
好价钱。感谢党和政府。”

“看到你家里的土产能够顺利出
货我就放心了，今后销售有什么困难
只管跟我说，乡政府帮你保底收购。”
曾超说。

由于堡面前乡地处邵东东南边
陲，距县城50多公里，交通不便，农产
品“卖难”成为阻碍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一大“拦路虎”。如何让老百姓提高
收入，让贫困户致富脱贫？曾超说：“我
们结合本乡本土实际，通过‘合作社+
农户’，让在家的贫困户种养的农产品
能够卖个好价钱。”

邵东市区云山农园是一家专售来

自堡面前乡原生态、无污染、纯绿色农
产品的小店。创办人宁有成是堡面前
乡五一村人。他从事农产品种植、加
工、销售多年，具有较好的合作经验与
市场基础，在邵阳县、邵东市多个乡镇
建有 800 多亩种植基地，与省农科院
合作，产品销往山东和湖南长沙、株洲
等地，经常供不应求。

2017 年，曾超多次找宁有成，将
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全生态扶贫新模
式和盘托出，请他为家乡的脱贫攻坚
尽一份力。宁有成被曾超的诚意感动
了，当年9月，在邵东市区开办了云山
农园，按照“合作社+农户”“网络+实
体门店”的经营销售模式，与全乡贫困
户签订保底价收购农副产品协议，彻
底解决了贫困户农副产品无法销售的
难题。该店开业至今，已销售100万元
来自堡面前乡的农副产品，为贫困人
口增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如今，堡面前乡的德美农业专业
合作社、桐江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等十几个专业合作社各显其能，带领
村民种植芦笋、五彩米，帮助销售土
猪、粉丝、鸡鸭、腊肉、冬笋等农副产品
1000多万元，极大地激发了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曾超说：“我们堡面前乡是一块旅
游开发的处女地，下阶段，我们仍将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好堡面前的山
山水水，让堡面前人记得住乡愁；规划
好旅游业发展远景，希望能通过旅游
业来带动经济增长，让老百姓过上更
富裕的日子。”

堡 面 前 乡 话 今 昔
邵阳日报记者 曾书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为推进大型商场、超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10月18日上午，我市召开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大型商场超市点位建设
现场推进会。与会成员实地查看了友阿
国际广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点）、文明
诚信服务承诺书、诚信守法商户评比
栏、商场投诉台、乘坐电梯安全指示标
志牌、商超行业规范书、客服台、禁止吸
烟标志、卫生间指示牌等建设情况。

邵阳友阿国际广场是集购物、餐
饮、娱乐、休闲、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购

物中心。该商场在创文工作上严格进行
责任划分，对创文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
期督查，坚持日常管理考核与开展联合
整治相结合，加强商场经营规范管理，实
现了车库车辆划区停放，实施全天候卫
生保洁，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扎实、细致
地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创建浓厚的创
文宣传氛围，该商场对文明宣传标语、广
告进行重新疏理更新，大力宣传创文的
重要意义，向经营户和消费者发放创文
宣传资料2000多份，设立宣传栏、宣传
墙及大小公益广告牌100多块，有力营

造良好创建氛围。同时，该商场还成立了
志愿服务工作站，设立了学雷锋志愿服
务岗，安排志愿服务人员开展咨询帮扶、
文明劝导，配备雨伞、饮水机及水杯、急
救医药包、轮椅、婴儿车免费租借等便民
设施，建立了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市创文办、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友阿国际广场、沃
尔玛超市点位建设情况进行了点评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下一步，市商务局将
以这次推进会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巡查
督导职能，切实有效发现问题、指出问
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推进大型商场、超
市的文明创建工作。

对标排查找差距 严抓细管促创文
大型商场超市创文点位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友阿国际广场举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毛春兰） 10月15日，
市民政局组织全体党员到城步
苗族自治县汀坪乡蓬瀛村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
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在党旗
前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党员
们沿着红军长征路，参观了红军
宿营地、军民大会旧址，聆听红
军故事，并邀请城步县委党校教
师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专题党
课。党课围绕红军过城步、翻越

老山界、在城步开展重要活动等
内容展开，缅怀革命先辈，坚定
理想信念。

该局全体党员还来到驻村
帮扶点汀坪乡金童山村，开展
志愿服务和结对帮扶，为村民
测量血压、免费理发，给贫困户
送上慰问物资，并为村民表演
文娱节目。

同时，该局结对帮扶责任人
分别到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
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

聆听红军故事 坚定理想信念
市民政局到城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唐冉
刘雨薇 赵爱姿） “青年党员
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把党的初
心使命铭刻于心，人生奋斗才
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
的精神动力……”10 月 10 日，
在邵东佘田桥镇党委会议室，
优秀青年农民党支部书记刘
雨薇正通过手机视频直播软
件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学习活动，短
短 30 分钟的直播里，吸引了近
万人观看。

佘田桥镇优秀青年农民党
支部现有党员 30 名，这是一支
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素质优良
的年轻队伍，是佘田桥镇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的“生力军”。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佘田桥镇找准市
委要求与本单位实际的结合

点，坚持效果导向，突出分类指
导，创新方法，丰富载体，确保
主题教育高质量有特色、见实
效。针对优秀青年农民党支部
党员难集中、内容难落实、时间
难保障的特点，佘田桥镇创新
推出了“初心直播间”，采取“互
联网+党课”的模式，每周选出
1-2 名优秀党员担任主播，紧
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轮流上党课，打破时空限制，让
大家学在指尖，记在心间。

“直播平台可以留言评论，
互动交流性强，而且方便学习，
我的家人也通过直播间和我一
起学习。”远在韶关的青年党员
陈若愚说到。自9月19日“初心
直播间”开播以来，共开展主题
教育学习活动5次，直播时间达
3小时，共有4万余人通过平台
参加了学习。

邵东创新推出“初心直播间”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周维标 夏沁）“老唐，
身体还好吗？您看今天我们给您
送什么来了。”10 月 17 日，武冈
市纪委监委退休支部书记唐柱
生一行，来到水浸坪乡双虎村退
休老党员唐余坤家中，一边问
好，一边将主题教育学习资料送
到其手上。这是该委“送书上门”

“送学上门”的一个真实写照。
武冈市纪委监委针对退休

支部部分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的
老党员，采取“送书上门”“送学
上门”、辅导助学等方式，不让老
党员“缺课、掉队、漏学”，确保党
员“一个不落下”、主题教育全覆
盖。在主题教育“送学领学"活动

中，该委退休支部书记唐柱生组
织支部委员，将《习近平关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新中国发展
面对面》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等学习资料，
送到唐余坤、夏玉兰等老党员家
中，并现场辅导其学习。

“我一定会以党章对照自
己，坚持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时刻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激励自己，做新时代
的合格党员，锻炼好身体，教育
好子孙，将红色革命传统一代
一代传下去。”退休老党员唐余
坤如是说。

武冈市纪委监委确保党员主题教育全覆盖

为退休老党员“送学领学”

▶堡面前乡

▲航拍下风景秀丽的堡面前乡五一村。

堡面前乡地处邵东市东南
边陲，与衡阳市青山乡毗邻，距邵东

市城区54公里，辖10个行政村、207个
村民小组，人口17800人。该乡有省级贫
困村6个，贫困户436户1207人。近年来，
堡面前乡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统揽全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全面落实落细扶
贫政策，成效显著。目前，该乡6个省级

贫困村已全部出列，378 户 1081 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成功脱贫，贫

困发生率降至0.71%。

乡镇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