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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 旭 艳
通讯员 杨廷华 陈湘林） 11 月 18
日下午，市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共青团邵
阳市委工作动员会召开。这标志着十
一届市委第七轮常规及专项巡察全部
进驻。本轮巡察将对8家市直单位、学
校的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对3家市直
单位开展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巡察，对3家市直单位开展公共
资源交易领域专项巡察。

这轮巡察，市委巡察组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
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全国市县巡察工
作推进会、全省巡视巡察工作会议精
神要求，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
紧扣“六围绕一加强”和“五个持续”要

求深化政治巡察。常规巡察重点检查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
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落实巡视巡察、
主题教育整改情况等。注重发现违规
发放津补贴、领导干部家属违规经商
办企业、违规收受红包礼金、违规放
贷、违规吃请、不担当不作为、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整治群众
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巡察，聚焦
发现农村安全饮水、通村通组公路、科
技扶贫及工程项目招投标等领域存在
的问题。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专项巡
察，聚焦发现各部门监管职责和工程
项目招投标等环节存在的问题。

根据安排，本轮市委巡察组将在
被巡察单位工作 2 个月，设专门值班

电话、邮政信箱等，受理信访时间截
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巡察组主要受
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下一级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
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常规
巡察重点受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
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专
项巡察重点受理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违纪违法
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
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
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市委巡
察组反映有关情况。

市委第七轮常规及专项巡察组全部进驻到位

十一届市委第七轮常规及专项巡察组进驻一览表
组 别

市委第一巡察组

市委第二巡察组

市委第三巡察组

市委第四巡察组

市委第五巡察组

市委整治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巡察组

市委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专项巡察组

（巡察组受理信访电话的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7:30，受理信访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4 日）

组 长

陈扬桂

陈修萱

李爱国

黄卫坤

龚文卿

刘盛源

刘喆

被巡察单位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公安局

市委党校
市委老干部局

共青团邵阳市委
市高级技工学校

邵阳工业学校
邵阳广播电视大学

市水利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科学技术局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巡察时间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4 日

值班电话

17573908781

17573908753

17573907290

17573902770

17573908637

17573908193

17573906522

邮政信箱

邵阳市 A062 号邮政信箱

邵阳市 A056 号邮政信箱

邵阳市 A057 号邮政信箱

邵阳市 A060 号邮政信箱

邵阳市 A058 号邮政信箱

邵阳市 A059 号邮政信箱

邵阳市 A061 号邮政信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
幸） 11月18日下午，市委第三
巡察组巡察市委党校工作动员
会召开，标志着市委第三巡察组
正式入驻市委党校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巡察工作。市委党校常
务副校长李小坚主持会议，并代
表校委领导班子作表态发言。

巡察组指出，巡察工作是从
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
是党内监督长期性、战略性、制
度性的安排。市委党校全体党
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巡察工作的
重要意义，结合市委党校的特点
和规律，强化政治监督，聚焦党
校政治责任，重点检查党校贯彻
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
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情况，落实

“两个责任”情况，落实党建工作
责任、加强组织建设和选人用人
情况以及整改落实情况。

李小坚表示，此次巡察是对
党校工作的一次全面“政治体
检”。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思想
上高度重视，切实增强接受巡察
监督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自觉接
受、积极配合、主动支持市委巡
察组的监督检查。二要严守巡
察纪律，工作上全力配合，实事
求是地向巡察组汇报工作、反映
情况，对成绩不夸大拔高，对问
题不粉饰隐瞒，对矛盾不回避掩
饰。三要诚恳接受监督，行动上
扎实整改，对巡察组提出的建议
和交办的事项，要保证质量，按
时办好。

市委第三巡察组

入驻市委党校开展巡察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贵 通讯员 陈芳 刘树忠）
11 月 17 日，隆回花瑶挑花亮相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2019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展
出的用挑花绣制而成的隆回花
瑶服饰造型独特，色彩艳丽，图
案古朴繁杂，展示了神秘花瑶古
老的民俗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
和参展商驻足观赏。

本次国际旅游交易会由文
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
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会展区面
积 9 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3866
个，吸引美、德、法、日等75个国
家和地区参展。中国国际旅游
交易会创办于 1998 年，已成功

举办 20 届，逐步成为国际旅游
业界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与
年度盛会，参展商涵盖景区、酒
店、航空公司、旅行社、资源规划
和品牌推广机构、各类文化和旅
游产业供应商。

隆回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组织参加此次交易会，在会
场共发放隆回旅游宣传资料
1000余份，让更多人全方位、多
角度地了解隆回旅游景区、传
统民俗文化，很好地宣传推介
了隆回文化旅游。通过和世界
相关文化旅游单位的交流，拓
展旅游宣传渠道，学习新的推
广形式，积累旅游产品的推广
经验。

花瑶挑花亮相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 讯 员 汪 庆 华 刘 茜）

“要拿出最强有力的手段，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使经开区
环境大气质量根本好转……”
11 月 15 日，邵阳经开区有关
负责人在该区 2019 年特护期
蓝天保卫战推进会上提出，在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10月
16 日至明年 3 月 15 日）期间，
该区将通过全方位巡查，强化
管控，通过重罚的方式，解决
工地污染、渣土污染、扬尘污
染、工业废气污染、烟花爆竹
污染和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等
突出大气环境问题，扎实推进
蓝天保卫战。

今年以来，邵阳经开区积
极强化对涉气排污企业的监
管和“散乱污”企业的整改，开
展施工工地、道路扬尘和渣土
运输、烟花爆竹燃放及露天焚
烧垃圾及秸秆等各类可燃物

的严控工作，蓝天保卫战工作
扎实推进，园区空气质量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高。

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促使经开区环境大气质量根
本好转，在大气污染防治“特护
期”期间，该区在强化道路扬尘
污染管控上动真格。要求在
该区从事渣土运输的所有车
辆，必须取得渣土运输许可证；
对于带泥上路、沿途撒漏及未
按指定路线行驶至倾倒弃土
场的违规渣土车辆，一经发现，
将扣留车辆3天以上，并按相
关法律法规顶格处罚；每日建
成区道路机械清扫、洒水、冲洗
将不少于5次。在启动红色预
警期间，每日建城区道路机械
清扫、洒水、冲洗不少于8次。
对于清扫保洁不到位的，每月
发现3处（次）（20米路段以上，
下同）道路污染且未按要求及

时整改到位的，监察审计部门
将对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约
谈并通报。

在强化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管控上动真格。要求辖区内所
有施工工地按照“六个百分之
百”要求做到场内无扬尘，对没
有做到位的，责令整改，在规定
时间内未整改或整改未到位
的，则予以停工整改，直至检查
认定合格后方可复工；同一建
设项目当月次数达到3次的，
责令停工整改，由城管部门进
行顶格处罚并申报不良记录；
各类房屋拆迁（拆除）施工，必
须提前浇水焖透，做到湿法拆
除、湿法运输作业。

在强化禁烧工作上动真
格。对被省生物质燃烧卫星遥
感监测到并通报的燃烧
火点及市巡查发现违反
禁烧规定的，每通报（发
现）一次，将对有市级城

管维护经费拨付的社区（村）扣
罚下拨经费2000元；对烧火、焚
烧垃圾、秸秆等人员，将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等相关法律对当事人
或单位进行顶格处罚。

在强化涉气企业（行业）
监管及错峰生产、限产工作上
动真格。严格执行市里下发
的砖瓦、钢铁等行业错峰生产
和限产减排方案，并督促相关
企业按计划落实；对污染治理
和在线监测设施不完善、不正
常运行烟气处理设施及烟气
在线监测设备、污染物超标排
放的砖瓦窑，一律停产整治，
并依法处罚，对拒不改正的从
严处罚；对重型柴油货车限行
区域，对在限行时段闯入限行
区域的严厉处罚；对已明确列
入关停取缔类的“三乱污”企
业，发现一个依法关停取缔一
个；在禁燃区，严禁经营性炉
灶使用高污染燃料，取消散煤
销售点，禁止燃用散煤。

抓扬尘 禁焚烧 促错峰 减排放

邵阳经开区推进蓝天保卫战动真格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余 晓 冬） 11 月 17
日，由邵阳市人社局指导、邵
阳学院举办的大学校园招聘会
在邵阳学院七里坪校区举行。

此次招聘会共有来自广东、
北京、上海等 16 个省、市的 370
余家企业来校公开招聘，其中国
有企业、上市公司 120 余家，民

营企业25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
1.7万余个，涉及金融、医药、设
计、机械、电气、土木、教育等各
类热门行业，吸引了即将毕业的
广大学生关注。

据统计，参加此次招聘会的
高校学生达3652人次，企业共接
受简历2600余份，达成就业意向
性协议1752份，正式签约654人。

邵阳学院举办校园招聘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
艳 通讯员 陈湘林） 11 月
11 日，大祥区追逃办在公安机
关协助配合下，将涉嫌贪污犯
罪、潜逃 21 年的职务犯罪嫌疑
人宁海霞抓捕归案。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宁海霞，女，1972 年 5 月出
生，大专文化。1998年，宁海霞

在担任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委
员会出纳期间，因涉嫌贪污罪
潜逃。

自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大祥
区追逃办在市区两级反腐败协调
小组的统筹指导下，加强与公安
机关协同作战，一体化推进追逃
追赃工作，取得较好成效，先后追
回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名。

潜逃21年终落网

武冈市教育局探索名

师带动授课实验，从该市

一中、二中、三中挑选优秀

教师去边远地区、薄弱学

校、私立学校授课，以提高

这些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

学质量。图为11月13日，

武冈市三中优秀教师杜红

云在上教学观摩课。

通讯员 王岐伟 张治

龙 谢军 摄影报道

11月16日，隆回县羊古坳镇龙家湾村举行感恩奋进脱贫
故事会和送戏下乡文艺演岀，吸引了上千名群众倾听和观
看。图为小品《扶贫路上奔小康》。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贺上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