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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唐塨 马雯雯）“今年全市财政系统党
员干部要铆足干劲，奋力冲刺，推动财政
收入高质量发展。”11月7日，市财政局召
开专门会议，落实市委书记龚文密11月6
日在市财政局调研时提出的要求。下一
步，市财政局将不断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支持产业项目建设和民营经济发展，培育
新财源，推动财政收入再上新台阶。

今年1至10月，我市财政收入实现
增收提质，地方税收增幅全省排名第2
位。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128.43亿元，
同比增长4.69%，高于全省平均增幅3.02
个百分点；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73.56
亿元，同比去年增长4.4%，高于全省平
均增幅1.24个百分点。全市地方税收
稳增长成效显著，同比去年增长8.77%，
高于全省平均增幅5.0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市财政局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持续加力提效，发挥财政资金杠杆
作用，支持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
加大科技投入。2019年，市本级预算安
排 科 技 资 金 2352 万 元 ，增 长 比 例

5.85%。二是全力支持产业项目建设。
2019年，市、县两级财政预算安排产业扶
持专项资金5.36亿元，其中市本级6195
万元，通过调整预算安排邵阳经开区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1亿元；全市安排园区建
设专项债券3.24亿元，其中安排邵阳经
开区2.04亿元。三是支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认真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
策，市县两级财政安排资金2亿元；强力
推进政府部门清理偿还拖欠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账款，至目前已清偿 4219 万
元。四是逐步完善金融支持体系。2019
年市本级财政新安排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资金5000万元；开展“两进两促”等银企
对接活动，257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和贷
款支持15.3亿元。同时我市不断加大民
生领域投入，截至10月底，全市民生支出
完成444.28亿元，同比增长12.31%，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73.21%。五是千
方百计守住“三保”底线。通过预算调整
增加“三保”支出 4.18
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
调整总额的63%。

为了确保全市财政收入高质量发
展落到实处，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市财政局将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大力
整治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加大财源建
设力度，支持加快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突出支持产业发展，全力支持园区建
设。全市还将积极开展分行业、分领域
数据应用分析，按月开展重点企业监测
分析；全面摸底房地产企业欠税底子，
对烂尾楼、楼宇拍卖等税收问题开展专
项清理；紧盯项目建设进度，提高土地、
项目投资对税收的贡献率；集中整治货
运物流税收流失问题；继续巩固“清欠、
清户、清地方税种、清大企业税收”行动
成果，开展税源“地毯式”清理；规范非
税收入管理，严格落实省财政厅提出的
惩戒措施，推进全市收入质量持续改
善，为邵阳加快“二中心一枢纽”建设贡
献财政力量。

我市前10个月地方税收收入增幅全省第二
财政部门将加大力度支持产业项目建设和民营经济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煜 通
讯员 欧阳国江） 市商务局把主题
教育会场搬到企业一线现场，开展“下
沉式”走访、“服务式”调研，用心用力
当好企业“服务员”，在服务企业中践
行初心和使命。

“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深入基层、深
入企业，把问题找准、把服务搞好，在
服务企业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市商务
局主题教育读书班上，党委书记、局长
许红梅的一席话，吹响了商务干部下
基层、入企业、搞调研的号角。局领导
纷纷带领各科室负责人走出机关，带
着“稳定外贸增长、发展夜间经济、整
治马路市场、推动农商互联、提升创文

质量”等课题，深入农贸市场、大型超
市、油站油库、外贸企业等基层一线，
开展走访调研，对全市马路市场进行
排查摸底、消除隐患，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教育实践搬到了企业、市
场、农村一线，在大型超市召开发展夜
间经济商贸企业座谈会，在南门口农
贸市场召开农贸市场创文点位标准化
建设现场会，在发制品产业园召开发
制品行业座谈会，在广大外贸企业中
宣讲政策帮助开拓市场，全心全意帮
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今年前
三季度，我市实现进出口总值167.7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73.2%，比
全省平均增速高22.8个百分点，创下

自 2010 年以来邵阳外贸增速新高。
其中出口162.7亿元，全省排名第二，
仅次于长沙。

在主题教育中，市商务局坚持开
放纳言，先后深入对口联系社区和对
口扶贫村召开恳谈会，组织召开县市
区商务局长会，征求意见，并及时将座
谈讨论、走访调研收集到的问题列出
清单，将责任明确给相关领导和科室，
要求件件有答复，做到能解决的迅速
解决，能向上争取的迅速向上衔接。
机关下沉深入基层，党员干部走进一
线，为百姓服务，为企业分忧，真正让
全市商务领域的外贸企业、市场主体
感受到了商务干部为民务实的作风。

市商务局把主题教育会场搬到企业一线

在服务企业中践行初心使命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邱海华
范才钧 夏勇峰） 11月1日上午，隆
回县市场监管局金石桥监管所全体干
部迎着暖阳来到五罗村鸭田战斗指挥
所旧址，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

红二军团鸭田战斗指挥所位于隆
回县金石桥镇五罗村芦基湾。1935年

12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由溆
浦金鸡垅进入隆回，驻黄金井五罗一
带。贺龙在此居住并设立战斗指挥所，
指挥红军奔袭鸭田围歼敌保安团，为红
军挥师西进赢得了宝贵时间。旧址
1995年被确立为隆回县中小学生德育
基地，201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7年县级挂牌为党性教育基地。

主题党日活动中，监管所党员干
部表示：牢记先辈嘱托，继承红军精
神；依法规范管理好、引导好各类市场
经营主体，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经营，保
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和谐、稳
定、发展的市场经营环境和秩序，切实
用市场监管工作的成效来检验主题教
育成效。

传承红军精神 做好市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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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达继国） 11 月 7 日下
午，全市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
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市特色
小镇建设有关情况汇报，对下一
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出席会议
并讲话。

截至 9 月底，全市正在创建
的42个特色小镇中，已完成规划
编制13个，正在编制规划25个，
完成投资29亿元。

蔡典维指出，加快特色小镇
建设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部署的重要举
措，是市委市政府推动“二中心
一枢纽”战略实施的一项重大决

策。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
善规划编制，明确年度工作计
划、工作责任，坚持“多规合一”，
按照独特性、差异性要求，把特
色小镇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
同步推进。要明确目标、重点，
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明确
和突出主导产业，突出重点，明
晰责任，统筹安排小镇的布局和
功能，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要分类指导，解决规划差
异化、投资主体等瓶颈问题，推
动全市特色小镇高质量建设。
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组
织领导，力争在特色小镇建设过
程中，镇容镇貌、垃圾污水、交通
秩序等方面有所突破。

完善规划编制
加快特色小镇建设

全市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蔡典维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陈湘林） 11 月 6 日下
午，市纪委监委召开主题教育“三
个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曾市南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工作要求，聚焦突出问题，强化
工作举措，扎实推进“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突出问题、
侵害群众利益方面突出问题、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用领导干
部名义‘提篮子’‘打牌子’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确保主题
教育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曾市南指出，要在思想上再
加压，充分认识到市纪委监委牵头
负责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再深

入再落实刻不容缓。要在成效上
更明显，坚持问题导向和成果导
向、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对上负
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相结合，整治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问题
要深化纪律和规矩意识，查处一
批案件，形成一批规范化的制度；
整治侵害群众利益方面问题要聚
焦扶贫、教育、医疗、环保、食品药
品安全、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让
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要在
责任上更明确，实施清单式管理，
对查摆出的问题落实责任，整治
到位，并进行成果检验，查处和公
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件。

会上，市纪委监委下发了《关
于整治侵害群众利益方面突出问
题的工作提示》。

扎实推进“三个专项整治”工作
市纪委监委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 曾市南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申厚铖） 11月6日至7
日，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吴
曙光率调研组来邵调研，了解邵
阳各级工商联基层组织建设情
况。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
席蒋科荣参加调研。

我市共有 12 个县市区工商
联组织和 216 个乡镇（街道）商
会，截至去年底，全市共有工商联
会员16345人。

在7日召开的工商联组织建
设座谈会上，市、县市区两级工商
联负责人、行业商会代表就各自
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同时，

按市委主题教育要求，市工商联
党组现场向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建
议，并填写开门纳谏意见表。

吴曙光指出，邵阳各级工商
联组织要妥善做好机构设置和职
能配置工作；各级工商联要加强
基层商（协）会的组织领导，不断
规范管理，使商（协）会真正成为
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
梁和纽带；要明确工商联职能定
位，当好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
制经济的助手；要重视工商联的
自身组织建设，发挥工商联对商
会组织的指导和服务职能，确保
商会持续健康发展。

省工商联调研组来邵调研

（上接 1 版）党的十九大后，云邵
阳和邵阳日报同步推出《“拥抱
新时代 邵阳加油干”县委书记
全媒体访谈》，以视频、图文直
播等方式，让网友跟随主播一
起走进县市区，宣传展示邵阳
各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典型做法，点击量突破 100 万
人次。

抓原创。云邵阳注重以策
划引领报道，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和民生事项，创新做精
主题报道，不断打造核心竞争
力。从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宣传，
从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第四
届全球邵商大会到湖南省产业
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等重
大活动报道，云邵阳积极策划、
精心组织、创新方式，做到了“正
能量充沛”。

抓技术。云邵阳依靠技术创
新丰富新闻表现力，提升融媒产
品原创能力。云邵阳组建直播团

队在新闻短视频、移动直播上全
面发力，在全市打响了云邵阳直
播品牌，成为全市重大主题活动
报道的“主力军”。今年，云邵阳
利用全景 VR、漫画等手段对优
质内容进行个性化呈现，令人耳
目一新。其中《漫说|邵阳传奇
老兵是如何炼成的》，被多家新媒
体转载转发。

抓记者转型。邵阳日报社
用一系列考核机制激励记者队
伍转型，推动云邵阳生产能力
持续提升。目前，云邵阳记者
每天提供原创的图文、H5、音
视频、直播、VR 新闻等新媒体
产品占全社当日出版量的一半
以上。

传播力的增强，带来影响力
的与日俱增。云邵阳在今年5月
的中国报业第三届融合创新大会
上获评“2018年度中国报业新媒
体项目创新奖”三十强，随后又在
8月底召开的全国地市报媒体融
合高峰论坛上荣获“全国党报优
秀融媒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