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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12月2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医
药集中采购联席会议，传达学习
贯彻国家、省有关医药采购政策
动态及会议、文件精神，部署我
市医药集中采购及高值医用耗
材改革相关工作。副市长李华
和出席。

今年以来，为推进我市医药
集中采购工作，全市有采购任务
的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完成2020
年度抗菌药物集中采购计划采
购量、国家组织“4+7”带量采购
试点扩面25种药物计划采购量
的填报工作。同时，开展全市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
调研、上涨药品价格动态监测、

各县市区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
材加成及价格调整摸底调查等
工作。

李华和指出，医药集中采
购及高值医用耗材改革工作关
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切身利
益。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
充分领会国家、省推进改革的
决心；认真做好改革的组织实
施工作，完善组织领导，明确具
体责任，建立上下联动的工作
机制；快速稳步推进医药集中
带量采购工作，抓准关键环节，
重点做好改革宣传、培训工作，
全面强化风险防控，加强部门
联动，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快 速 稳 步 推 进

全市医药集中采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王韬） 12月2日上午，
以“知识产权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中国专利
周邵阳地区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
交流会在邵阳经开区举行。副市
长晏丽君出席启动仪式。

11月30日至12月6日为第
十三届中国专利周。专利周启
动仪式上，我市通过现场咨询宣
传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组织代表
单位及企业就如何运用、保护知
识产权交流经验，开展知识产权
政策解读暨业务培训等系列活
动，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工
作力度，提高我市知识产权质量
和效益。

专利周期间，我市还将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展示、政策
宣讲、培训交流和服务对接活
动，包括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研讨会、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培训班暨银企对接会、知识
产权保险宣传推介会等，营造尊
重知识、尊重创新、诚信守法的
知识产权文化氛围，提高全民知
识产权意识。同时，我市将以食
品、医疗、家电、儿童玩具等民生
领域为重点，以流通环节的大型
超市、大型商场和商品集散地等
为重要目标，开展知识产权专项
行政执法检查，查处假冒专利和
专利标识不规范行为。

第十三届中国专利周
邵阳地区活动启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12月2日，2019年全省党校（行政
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在我市召
开。会议研讨和分析党校（行政
学院）科研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总结过去一年的科
研成绩，谋划明年工作重点。省
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校（院）
长曹健华，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李小坚出席会议。省委党校（湖
南行政学院）及 14 个市州党校
（行政学院）近200名代表参加研
讨会。

曹健华就如何推动科研高
质量发展表示，要按照《中共中
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
（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通

知》，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当
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校
姓党，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主动
担当作为，紧紧抓住党的理论创
新成果、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主
业主课等重点研究任务；突出高
位推动，积极建设新型智库；重
视队伍建设，着力打造高端科研
团队；坚持改革创新，大力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党校科
研咨政水平。

会议总结交流了2019度全
省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工作的
成绩与经验，并对年度先进单位
和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会后，
全体与会人员还前往邵阳县塘
田战时讲学院开展学习调研。

坚 持 党 校 姓 党
主 动 担 当 作 为

2019年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在邵举行

通过300余名工作人员连续3天的
努力，11月27日，位于邵东市宋家塘街
道枫林路口的怀衡线跨上瑞高速公路特
大桥桥下，一片约4000平方米的彩钢瓦
房和违章建筑被彻底拆除。自此，这一
威胁高铁安全运营的隐患得以消除。

在我市，随着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
治专项行动的推进，每天都会有一批安
全隐患得到彻底整改。

目前，我市境内有洛湛、娄邵、怀邵
衡和沪昆4条铁路，全长382.8公里。一
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铁路运行安全工
作。今年9月以来，市交通运输部门联
合铁路部门对全市高铁沿线进行安全隐
患调查摸排，共查出各类安全隐患 418
处。根据上级部署，我市10月启动高速
铁路安全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铁路安全环境整治，促使全市铁路交通
运营正规化、常态化、制度化。

为按时间节点完成整治任务，我市
高位推动铁路安全隐患整治。市委书记
龚文密、市长刘事青多次部署调度，要求
各级各部门提高站位抓整治。11 月 14
日，我市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全市铁路沿
线安全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印发了《邵阳
市开展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工作职责，对
418 个高铁隐患制定了整治清单，及时
绘制作战图、制定进度表、落实销号制。
11月18日，以市政府办名义下发5份督
办函，就16处涉铁安全急难险重隐患对
相关县市区进行交办督办。11月20日，
这16处急难险重隐患全部整改销号，完
成第一阶段隐患整改目标任务。11 月
28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听取
全市铁路安全隐患整治情况汇报，并明
确建立“双段长”四级管理制，强化铁路

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为增强全市铁路沿线各地安全隐患

整治工作紧迫感，提升工作效率，我市坚
持“每日调度、现场指导、重点督办”相结
合，推进相关工作。11 月以来，由分管
副市长带队，市整治办牵头组织有关部
门，分别对任务较多的邵东市、双清区、
大祥区等县市区前期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督办，确保了整治任务按时高标准完成。

我市还有效整合媒体资源，全方位
对铁路安全法、铁路安全知识等内容进
行立体宣传；印发5万余份《邵阳市铁路
安全环境整治工作宣传册》，通过法制宣
传、动漫、案例、警示等形式，对铁路沿线
居民和社会大众进行铁路运行安全知识
教育和警示宣传。通过广泛深入宣传，
把爱路护路、消除安全隐患变为铁路沿
线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11月17日，邵
东市整治办与广铁集团永州工务段工作
人员在邵东市宋家塘街道麦子口村开展
隐患整治工作时，通过宣传讲解，成功做
通业主思想工作，主动拆除铁路桥下彩
钢瓦；11月18日，双清区工作人员在群
众的配合下，将石桥街道金星村位于铁

路高架桥下的棚子成功拆除。
此外，我市积极探索“双段长”四级

管理制试点，即分管副市长和广铁集团
邵阳片区负责人为邵阳总段长、片区第
一责任人，县市区分管副县市区长和所
在辖区线路管理工务段段长为县市区段
长、辖区第一责任人，线路所经乡（镇）长
及管理该乡（镇）线路区间主任为分段
长，线路所经村（社区）长（主任）及管理
该村（社区）线路班长为小段长、直接责
任人。通过四级“双段长”层层管理，层
层压实责任，理顺管理、安全、举报、处置
责任和途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更加及时有效。

自高速铁路安全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全市各铁路沿线县市区迅速
行动，采取果断措施，加快推进隐患整治
工作。截至11月27日，全市已整改销号
安全隐患251处，拆除违章建筑103处，
面积22436平方米。

重拳除隐患 合力保平安
——全市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治工作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吴军民 李双武

11月30日，隆回县首个单建式平战
结合人防工程新合作·桃洪中路商业街
开盘热销。本次开盘推出 700 余间商
铺，3个小时销售额4亿元，实现销售率
80%，创造了隆回商业地产的奇迹。

开盘现场座无虚席，1200余名准业
主参与“抢铺”。主办方为增加气氛，推出
模特走秀、魔术表演、机器人舞蹈等节目，

还为选中商铺的客户准备了砸金蛋有奖
活动，众多礼品让每一位业主满载而归。

新合作·桃洪中路商业街由中国供
销集团旗下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项目地处隆回桃洪中路核
心商圈，总长约 1600 米，总建筑面积约
33000平方米，可售商铺700余间。项目
按新合作商业街2.0版本打造，规划为A

区悦尚里、B区名范里、C区潮尚里、D区
童趣里、E区食尚里。

为了实现“负责到底 服务到家”的
承诺，项目建成后将由中国合作贸易协
会会长单位、长期从事地下商业街运营
管理的湖南新合作商业管理公司实行

“统一规划、统一业态、统一运营、统一管
理”，确保街区的长久繁荣。 （杨敏华）

隆回新合作·桃洪中路商业街开盘

邵东市
宋家塘街道
枫 林 路 口 ，
怀邵衡线跨
上瑞高速公
路特大桥桥
下隐患整治
现场。

12 月 2 日，新邵县龙溪铺
镇“全美世界希望小学”举行竣
工典礼，160余名山区孩子不仅
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收到
了全美世界公司及爱心人士送
来的书包和冬装。该希望小学
由全美世界公司捐赠50万元、
地方政府配套180万元修建，可
容纳220名学生就读。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邱文丽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
讯员 潘帅成） 11月28日至29日，浙
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郑光华一行8人，来我市考察交流

“一村一辅警”“邵阳快警”“一网考”等工
作。这是近三年来，第150批来我市考察
交流警务创新工作的市外公安团队。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
关聚焦大抓基层基础，积极构建以“一村
一辅警”和“邵阳快警”为代表的城乡警
务新机制，通过警力前置，打通农村警务

“最后一公里”，织密城市警务“1、3、5分

钟”快速反应圈；同时全面推行民警岗位
绩效考核“一网考”，实现队伍管理数字
化，全市刑事、治安警情近三年同比分别
下降35.83%、19.59%，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到 91.8%，确保了全市社会政治大局平
安稳定，公安工作迈入全省先进行列。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北塔区田江街道
苗儿村、大祥区城南街道台上村、邵东市
廉桥镇新建村和流泽镇两兴村“一村一
辅警”工作站参观考察。每到一处，考察
团都与驻村辅警详细交谈，察看“辅警八
员”工作台账，了解“一村一辅警”管理制

度、经费保障及工作成效等情况。
在邵阳快警城南公园平台，考察团

一行观看了模拟报警演练。还登上平台
指挥车，详细了解快警平台科技信息化
装备、数字智慧警务系统、警力配备、运
行模式、管理考核等方面情况。

在市公安局民警岗位绩效考核“一
网考”中心，考察团了解“一网考”的相关
情况，并就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加强考核
结果运用等方面问题进行探讨。

考察团表示，邵阳公安敢为人先，创
新推行“一村一辅警”“邵阳快警”和民警
岗位绩效考核“一网考”这“三大抓手”，
探索出了一条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路。
考察团将把邵阳公安的好做法带回去，
让邵阳经验在浙江结出硕果。

宁波警方来邵考察警务创新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12月2日上午，市政协举行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益
林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周晓红，市政协副主
席郭妤，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郑再堂，市政协副厅级干部伍
邵华参加。

市文联主席张千山以“坚定
制度自信，书写‘中国之治’新篇
章”为题作辅导报告，从四个方
面深入、完整、系统地解析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肖益林指出，要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按照
要求履职尽责，扎实
开展宣讲活动。肖

益林强调，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深悟
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
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明确职能定位，
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协商平台，强
化委员责任，牢记使命任务，为推
动邵阳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和力
量。各委室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充分利用调查研究、工
作会议、座谈会、协商会、扶贫入
户走访等形式，向政协委员和基
层群众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全会
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学深悟透全会精神
扎实做好宣传宣讲

市政协举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