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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谢文远
曾小慧） 11月6日，市委书记龚文密
先后到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税务局、市商务局和市教育局，
调研各单位主题教育、机关党建及部
门工作开展情况，看望慰问各单位干
部职工。龚文密强调，各单位要把主
题教育、机关党建与部门工作结合起
来，以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工作
高质量开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市领导蔡典维、李万千、李志
雄、蒋志刚、李华和分别参加调研。

在上述五家单位，龚文密详细
听取了各单位主题教育、机关党建
和工作情况汇报。

龚文密指出，当前，离主题教育结
束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单位要按照中
央、省委、市委的部署安排，严格实施

“清单管理”，不折不扣完成规定动作
和省委主题教育办第五巡回指导组交
办的各项任务，要对照“开门抓教育”

实施方案抓好各项工作，切实为民解
难题，以问题整改实效回应群众关切，
用群众获得感检验主题教育成效；各
单位要坚定不移落实机关党建的部署
要求，积极开展“三表率一模范”机关
建设，要强化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把
机关党建工作各项任务抓具体、抓深
入，要强化党建考核的结果运用，不断
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龚文密强调，要以主题教育的实
际成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市
财政局要紧紧围绕全年收入目标任务，
积极培植财源，加大收入组织力度，降
低非税收入，严控政府债务风险，优化
支出结构，全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强力推进“三
房”和商品房办证历史遗留问题处理，
加强闲置土地处置，做好空间地理规
划，控制好城市发展规模和农
村的生态红线，要围绕资江、邵
水沿岸做好市城区建设的规划

文章，城市建设要体现邵阳特色；市税
务局面对复杂的经济税收形势，不折不
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有力支持了我市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下阶段要进一步提
高税收征管效率，积极培植税源，认真
梳理新的税收增长点，确保完成全年税
收任务；市商务局要积极推进招商引
资工作，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搞活
商贸流通，积极推进商贸流通载体建
设，做好商务系统原有企业的改制工
作；市教育局要从全市教育发展的大
局出发，明确发展目标，把握发展重
点，要解放思想，全力实施市、区两级
教育体制改革，要聚焦提升教学质量，
落实具体举措，形成切实可行的实施
方案，要加快推进职教城建设，提高全
市教育质量，落实好教育扶贫政策，推
动全市教育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龚文密在部分市直单位调研时强调

以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工作高质量开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隆友喜 蒋兴） 11月6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事青主持召开市政府 2019
年第 15 次常务会议，重点研究保税改
革试点、邵阳火车站站房改扩建、市残
联改革等事项。

自2018年6月启动全市保税改革试
点工作以来，我市保税改革试点工作取
得了初步成效。目前，邵阳海关机构入
驻，保税改革规划编制完成初稿，保税物
流中心（B型，含公路口岸、铁路口岸）正
在选址，邵阳经开区、隆回和绥宁县“两
仓”基本建成，其他县市“两仓”正在加紧
建设。会议要求，立足“邵品出邵、走向
东盟”长远定位，科学确定公路口岸、铁
路口岸规划建设意见，尽快组织实施；有
序推进邵阳进口商品保税展示交易中心
建设工作，开展联合体招标和市场化运
作，依程序全覆盖兑现已有的优惠政策，
同时，结合邵阳当前实际，依法依规对平
台建设、物流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

邵阳火车站站房改扩建工程目前征
地拆迁工作基本完成，初步确定了动车
存车检测场选址，站改配套工程有序推
进。当前仍存在用电、项目资金筹措等
方面的困难。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无条件服从全市建设全国区域性交通综
合枢纽这个战略大局，全力以赴支持配
合邵阳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
设，多方筹集资金，加快落实土地、规划、
水电、施工环境等要素保障，尽快启动邵
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的具体项目实质性
开工。要科学组织，建设期间要确保安
全生产，确保群众正常出行。

会议强调，残疾人工作是党的群众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与残疾人的血肉
联系，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会议原
则同意《邵阳市残疾人联合会改革方案
（送审稿）》，报请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会议审定。

会议还研究了统计、网信等事项。

刘事青主持召开市政府今年第15次常务会议

重点研究保税改革试点等事项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枫
通讯员 申武 胡彬） 11月6日，
在市残联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
年仅5岁的脑瘫儿童肖容（化名）在
楼道里欢快地跑动着。看到孩子终
于可以跑动了，妈妈杨细苏泪流满
面，对前往探望的市烟草公司驻村
帮扶工作队员一再表示感谢。

10月11日，邵阳县河伯乡公屋
村2组贫困户肖小华家来了一位不
速之客，深蓝色衬衣、黑色长裤、灰
色运动鞋，穿着简朴、平易近人。女
主人杨细苏没想到来访的是市委副
书记、统战部长曹普华。她一边简
单地介绍家里情况，一边忙着照顾

小孩。她患有脑瘫的小女儿肖容突
然拉住来访干部的裤脚，要和这位
和蔼的叔叔玩耍。曹普华拉着小孩
的手，仔细询问杨细苏孩子的病
情。当得知杨细苏两个女儿均患脑
瘫，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且没有进
行过正规康复治疗时，曹普华立即
与市残联及有关医疗单位联系，协
调对肖容姐妹俩进行康复救助的事
宜，并一再叮嘱相关单位，孩子是一
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孩子好了，家
庭才会好，一定要做好衔接、跟踪服
务工作。

在曹普华的关心下，市烟草公
司驻村帮扶工作队一方面调优帮扶

措施，一方面组织村委会评议并邀
请民政部门现场审核杨细苏家经济
情况，根据评定结果增加了该户享
受低保的人数。10月16日，邵阳县
残联将肖容姐妹纳为康复项目救助
对象。10月21日，肖容姐妹被送入
市残联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期
间，曹普华还多次向工作人员了解
康复救助进展情况，直到一切事宜
安排妥当，他才放下心来。

目前，肖容姐妹俩的治疗效果
很好，肖容已可以正常走动，偶尔跑
动也不会摔倒，10 岁的姐姐因年龄
偏大暂时还不能站立和走动，但腿
部活力较以前有所好转，通过康复
治疗也有望正常站立和走动。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
曹普华心系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康复治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立军）
记者节前夕，邵阳党报人收到了最好
的节日礼物：2018年度湖南新闻奖获
奖证书送达邵阳日报社。云邵阳客
户端送评的短视频新闻《邵阳“萌”交
警，读秒手势暖了大伙心》获湖南新

闻奖二等奖，移动直播《2018 高考
云宝在现场》、创意互动《致敬2018，
看邵阳VR全景》获湖南新闻奖三等
奖，这是邵阳新媒体在湖南新闻奖上

“零”的突破，云邵阳获奖数量和等级
均排全省同级同类媒体第一。

湖南新闻奖是经湖南省委批
准，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组织评选的全省综合性年度优秀
新闻作品最高奖，每年评选一次。

云邵阳首次参评湖南新闻奖，
就能获得三个湖南新闻奖奖项，这
是邵阳日报社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的结果。

抓融合。通过对邵阳日报中央厨
房稿件的再创造、再加工，云邵阳把传
统媒体的内容资源制作成各种网络产
品形态，更广地传播出去。（下转2版）

“云邵阳”三件作品喜获湖南新闻奖
实现邵阳网络新媒体此奖项“零”的突破 获奖数量

和等级均排全省同级同类媒体第一
今年，新宁县金石镇隘头村王小明与丈夫一道，将多年在外打工积攒下

的近40万元资金，投入家乡发展养殖业，在村里承包林地80亩，林下放养麻
鹅和本地土鸡。截至10月底，已出售肉鹅800羽，创收9.6万元。目前，还存
栏麻鹅500羽、土鸡800羽。图为11月1日，王小明（左）与员工正在山间林
道中赶牧鹅群。 通讯员 郑国华 肖向菊 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举
办，体现了中国气派、军人特色，实
现了“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
流”目标。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这次国际军事体育盛会的成功
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
形象，宣示了中国和平发展主张。
这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

组委会、军地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的结果。湖北省及武汉市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精心组织、精益求精，广
大市民以主人翁姿态热情参与、积
极奉献，为军运会圆满成功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各有关方面要认
真做好总结和表彰工作，发扬成绩，
凝神聚力，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
和力量。

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来自109个国家的9300余名军体健
儿参赛。运动会设置了27个大项、
329个小项的比赛，各国军人运动员
以顽强的毅力挑战极限、攀越新高，
共打破 7 项世界纪录、85 项国际军
体纪录。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
团共获得133枚金牌、64枚银牌、42
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实现中国队在世界军人运动会赛场
比赛成绩历史性突破。

习近平对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做好总结和表彰工作
发扬成绩凝神聚力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7 日宣布：应希腊共和
国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巴西联邦共和
国总统博索纳罗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5 日对希腊进行
国事访问，并赴巴西出席在巴西利
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
会晤。

习近平将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西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这是人民空军永远铭记的历史时
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阅兵，17架飞机组成的飞行编
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预示着中国共
产党领导创建的人民空军即将诞生。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人民空军多
型国产战机列阵长空，接受党和人民检
阅，昭示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
空军迈出新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战略高度，发出“加快建设一支空
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
的伟大号召，作出一系列事关人民空
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人
民空军站上新起点，开启了历史性跨
越的新航程。

回眸壮阔 70 年的奋飞征程，空军
将士永远铭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空
军建设发展倾注的深情与厚爱。一代
代空军官兵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书写
强军战歌，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
的蓝天。

领航——擘画人民空军发展蓝图

2014年4月14日，习主席专程到空
军机关调研，强调“建设强大空军是党和
人民的不懈追求，是实现强军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提出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的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标定新航向。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一代代共
产党人魂牵梦绕、艰辛探索。我们党成
立之初，就着手储备和培养飞行人才，
开启了建设空中力量的不懈探索。革
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从拥有第一架飞
机，到创办第一所航校，不断为建立人
民空军积蓄力量。人民空军孕育于革
命战争年代，创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发展壮大。

1949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毛泽东郑重宣布“争取组成一支能
够使用的空军”。9月21日，毛泽东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
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
的海军。”11月11日，经党中央批准，空
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一天，
后来被确定为人民空军成立日。

（下转7版）

阳光照耀奋飞的航程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关心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张玉清 张汩汩 解放军报记者 李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