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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阳望春
邓联望 戴隆玉） 自“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将调查研究
作为确保主题教育成效的得力
措施，注重抓好“四个导向”，从
小切口找问题，形成详细的调研
报告；用实措施改问题，转化调
研成果为政策措施，力求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注重问题导向。该县党员干
部坚持“哪些方面问题突出就聚
焦到哪些方面调研，问题出在哪
个环节就重点在哪个环节调
研”，深入分析原因所在，寻找解
决问题的实招硬招。

注重民意导向。坚持“走出
去”“请进来”并举，该县领导干
部走进田间地头、群众家里、学
校企业，邀请党员、群众进机关
部门，贴近群众搞调研、找问题、

解难题，将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问题列入清单，做到主题教育与
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县委
常委班子成员在国庆假期深入
基层调研，收集打赢脱贫攻坚
战、加快经济发展等方面意见建
议50余条。

注重作风导向。该县在调查
研究与成果转化过程中突出作风
建设，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推崇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
得到的调查研究与成果转化。该
县威溪乡复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在院落会上得知群众日常供水减
少的情况后，翻山越岭排查维修，
改善了全村供水条件。

注重成果导向。该县领导干
部通过调研走访解决问题 416
个，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
442 条，并建章立制，切实体现
主题教育成果。

注重“四个导向”提升调研实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 香菇菌
棒送入户，栽培技术送上门。11 月 29
日，隆回县金石桥镇泉溪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马六贞免费领取 10 棒香菇菌
棒后，马上按照技术专家的要求进行
试种。在家里就可以栽培，对于这位有
腿疾的七旬老人来说，是一大福音。他
高兴地说：“试种成功后，明年我们家
要多种一些，就靠香菇致富了！”

当日，市科技局组织湖南神骏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泉溪村捐赠了价值
近3万元的5000棒香菇菌棒。包括马
六贞在内的 47 户贫困户以及其他有
试种意愿的村民，都免费领取了 10
棒。神骏公司的技术专家现场教学，通

过 30 多户村民代表逐户传递给广大
村民。

该公司董事长刘建国介绍，近年
来，隆回县委、县政府特别重视社会扶
贫和科技扶贫。该公司采用安排贫困
户务工、土地入股、提供种源、技术培
训等模式引导农户发展产业致富。
2018年以来，该公司在隆回县采用公
司参股的形式，与村“两委”组织贫困
户联合建设示范基地，并由农民专业
合作社运行，建立食用菌种植示范点
3个，共帮扶405户贫困户依靠种植菌
类实现脱贫。

近年来，隆回县以“户帮户亲帮
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为契机，广
泛动员爱心人士和社会力量投入到脱

贫攻坚主战场，形成了“脱贫攻坚，人
人有责”的社会扶贫工作大局面。据统
计，该县共有29家大型企业帮扶170
个村，累计落实投入帮扶资金25082万
元，帮扶24963人脱贫摘帽。

同时，该县在三阁司、金石桥等25
个乡镇（街道），共建成“爱心超市”31
家，筹集爱心基金1260万余元，累计有
3800多户贫困对象受益，吸引近2万
名贫困群众参与脱贫实践行动和公益
志愿服务项目。此外，该县开展了以

“爱心改变面貌”为主题的社会扶贫专
项行动，共有1455名爱心人士参与捐
赠，捐款总额达1536万元。今年，该县
继续探索社会扶贫新举措，开展了“农
村特困户危房改造社会赞助”等活动。

隆回县：八方聚力助推脱贫摘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刘朋飞） 11 月 28 日，
2019 湖南（长沙）网络安全·智能
制造大会于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开幕。本次大会以“创新引领、智
造未来”为主题，参展企业近 400
家，包括西门子、华为、中国中车等
23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工信部
示范试点企业、行业领军企业等，
集中展示网络安全与智能制造领
域最新产品与技术。会上，邵东智
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的“基于大数据
的制造业精益管控平台（省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正式亮相。

据悉，该平台通过建立和开发先
进的数据云平台系统，应用海量数据
处理及融合等核心技术，是一个集大
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决策于一体的
制造业智能分析决策平台，可为企业
提供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手段解决设
备能耗高、状态监控难、人力成本高、

故障维护难等问题。
目前，该平台客户已突破20余

家，涵盖设计加工、新材料、注塑生
产等行业领域，上云设备已突破
600台套。该平台还开放定制云化
工业软件项目，通过此项目可有效
推动制造业设计、生产、装配一体
化，以提升行业资源集聚能力，促进
高校技术成果与湖南乃至全国企业
需求对接，通过带动区域产业联合
发展，助推湖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本次展会上与该平台一同亮
相的，还有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
院的机加工上下料机器人和自动码
垛机器人等智能装备。这些设备主
要应用于制造业、机加工等领域，是
邵东传统轻工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
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的重要“功臣”。

邵 东 智 造 闪 耀 星 城

“各位村民请注意，请参加今天修
路的义务工早上八点在山脚集合！”11
月 29 日清晨，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新
邵县坪上镇朗概山村的“村村响”大喇
叭播报了当天的修路计划。不到十分
钟，由当地百余名村民组成的义务工
队伍扛着锄头、挑着灰桶，朝朗概山顶
进发。一时间，雾蒙蒙的山上挖掘声、
吆喝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出了
一支满载希望的“幸福曲”。

朗概山村村地处新邵县坪上镇东
南方的朗概山北面，由原沙坪村和大
中村合并而成，管辖面积约6 平方公
里，全村 28 个村民小组，共 732 户
2863 人，其中贫困户 90 户 368 人。今
年9月，该村召集党员、群众代表开展
发展村级经济大讨论，定下了“生态美

村、旅游兴村”的发展战略，并决定修
建朗概山游步道、索道、玻璃滑道。

项目建设的钱哪里来？党员、组
长、群众筹资！健身道谁修？党员、组
长、群众义务出工！从此，一幕幕踊跃
捐资支持建设、挥汗如雨义务出工的
动人场景在该村持续上演。

今年，该村积极开展社会公德教
育，倡导乡风文明，引领道德风尚，并
将村里的“空心房”、大型公用危房拆
除，复垦出 20 余亩耕地，既解决了多
年的老大难问题，又改善了村容村貌。

“现在都在提倡移风易俗，等我百
年之后，一定不做道场，直接火化就行。”
77岁的老党员钟丁茂率先把自己攒下
的两万元积蓄掏了出来，捐给村里搞建
设。他说，作为老党员，更要将这股文明

清朗之风吹下去，帮子孙造福。和钟丁茂
一样，为了支持该村建设，村民们有拿出
退休金的、有攒戒烟钱的、有挤家用钱的
……党员、村民代表们对村里的班子充
满信心，对村里的发展充满信心，短时间
内就筹集了建设基金50余万元。

这条要修的健身道，从山底通到
朗概山顶，全长2.6公里，山路陡峭、杂
木丛生。11月8日，在村党支部书记刘
正华的带领下，一支浩浩荡荡的“扁担
军”挺进朗概山。村民们纷纷表示：“为
村里建设出力，是每一个村民的义务，
如果要算工钱，我们就不来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朗概山村基层
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了充分
彰显。如今，该村建设的游步道项目正
在快速推进。

扁担扁担 挑出游步道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王琳璐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斌
陈四权 黄桢）“多亏政府帮我们修缮
屋顶，现在我们住得放心、住得暖心
……”11月20日下午，绥宁县长铺镇长
铺社区老组长苏进军和3名居民代表
走进长铺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将锦旗
送到镇党委书记手中，感激地说道。

苏进军老人所说的是长铺镇今年
6月开始实施的县城旧城区（棚户区）
综合整治工程老街片区维修项目。老
街自2008年实施“穿衣戴帽”亮化工程
至今已有9个年头，长铺镇社会管理服
务中心近期陆续接到群众反映，由于
年久失修，一些房屋出现了漏水、墙体
开裂等问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镇党
委、政府积极向上级反映，召开专门会
议研究实施方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

力，完成了老街84户住户的房屋维修，
沿河风光带门楼和公厕也修缮一新。

今年以来，长铺镇紧紧围绕增进
民生福祉，聚焦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
题，采取“听、论、定”的方式，征求群众
意见建议，争取项目资金，大力实施道
路硬化、下水道维修改造等惠民工程。
一件件惠民实事的有序推进，完善了
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人
居环境，让县城更具“颜值”。

大公坪社区林业劳动服务公司后
面的空地原来被附近居民种满了各种
蔬菜，旁边的一小块空地上堆满垃圾，
蚊蝇杂草随处可见。11 月，在长铺镇
党委的统一规划下，对 300 多平方米
的菜地进行了清除、硬化并安装了健
身器材。截至目前，已完成道路硬化的

还有绿洲大道酒厂片区、商贸城片区
等3000余平方米的菜地或空地。

在城内的一条道路上，机械轰鸣
作响，工人们正忙着对下水道和路面
进行改造。这是今年长铺镇城市公用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惠民工程之一——
张泽友至刘兴富家门口道路硬化工
程。如今，宽4米、长150米的道路硬化
工程已近完工，解决了120户350余人
出行难问题。今年，共有 28 处群众热
切期盼的民生路、多年想建未建的惠
民路在该镇相继建成或开工建设。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落实，一项
项惠民工程如火如荼，为该县“四城同
创”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坚实保
障，用“小小的惠民工程”托举起“大大
的民生幸福”。

长铺镇：惠民工程托举民生幸福

新邵县坪上镇朗概山村推进“旅游兴村”发展战略，村民踊跃捐资、义务出工——

村民们正在修建通往山顶的游步道。村民们挑着混凝土上山修建游步道村民们挑着混凝土上山修建游步道。。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肖文博）
11 月 25 日，新宁县回龙寺镇昂
家村在江苏宿迁务工的流动党
员李海林通过“空中连线”与在
村 的 30 余 名 党 员“ 聚 ”到 一
起，通过手机同步参加了村党支
部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课并和大家一同讨
论，这让他感受到了党组织近在
咫尺的亲切和温暖。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回龙寺
镇积极响应新宁县委组织部号
召，找差距，抓落实，针对本镇流
动党员特点和实际，积极探索出
一条“智慧+党建”的新路子。

“全镇有1900多名党员，其
中有近25%是外出流动党员，流
动党员大多又是年轻党员。‘手
机直播党课’找准年轻党员的关
注点和参与点，是‘送教上门’精

准施策的好路子，确保了第二轮
主题教育全覆盖。”该镇党委书
记刘绍良说。

不让一个支部落下，不让一
个党员掉队。今年以来，该镇依
托打造的“雪亮工程”，在全镇各
村、社区都建立了远程教育视频
交流互动系统，实现了域内域外
实时互动，建立了1个指挥中心
平台和 50 个党支部分平台。镇
党委通过指挥中心平台实时查
看各支部开展“三会一课”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等情况，
有效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
对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普通流
动党员通过手机终端支部分平
台“网上列席”组织生活会、民主
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重点活
动，做到了“离乡不离党组织”，
确保了“一个不落”。

开通“党课直播”聚拢流动党员

11月29日，为期三天的2019年邵东市“体彩杯”职工乒乓球赛在邵

东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此次比赛设有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

个项目，13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参与了比赛。

邵阳日报记者 曾书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