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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武冈市法相岩街道德
江村的107户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
获赠一台由市科技局组织五家爱心企
业捐资购买的智能电饭煲。该村已于
2017年脱贫，但市科技局驻村扶贫工作
队“脱贫不脱帮扶”，集政府和社会力
量，积极助力村民巩固脱贫成果，奔向
幸福美好的未来。

精准“输血”，村貌村风焕新颜

德江村由原东庄村和德江村于
2016年合并，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7
户 340 人。市科技局扶贫工作队于
2014年进驻，在精准施策帮扶的同时，
努力争取民生实事项目落户该村，促进
了该村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社会面貌焕
然一新。

基础设施大进步。在饮水保障方
面，该村投资 300 万元新建安乐水厂，
投资 5 万元新建或维修水井，投资 100
万元实施管网延伸工程，全体村民饮上
安全放心水。在道路交通建设方面，共
投资500多万元新建通村通组公路8.4
公里，道路窄改宽1.865公里，实施道路
安保工程1.997 公里，新建或硬化组道
水泥路 2000 多米，并投资 32 万元修建
了德江大桥。国土整理、农田水利建设
完成投资 1500 多万元，农村电网建设
完成投资400万元。全村实现4G网络
全覆盖，宽带已进村可入户。另投资72
万元，安装路灯240盏；投资6万余元，
对广场及部分村道进行绿化。

公共服务大提升。该村投资65万

元，提质改造村活动中心，配备了便民
服务站、电商服务站、图书室；投资260
万元，建成村级文体广场；投资40万元
修建游客接待中心。同时，投资200万
元对德江小学进行维修改造、增加教学
设备；投资50万元建成标准化村级卫生
室，添置医疗设备，配备专门村医，实现
了“小病不出村”。全村配备垃圾桶300
个，修建垃圾转运站点25个，引进专业
公司实现垃圾清运市场化运营管理，聘
请4位保洁员实现了垃圾及时清扫。

村民生活大变样。一个个建档立
卡户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迎来了新
生活。60 岁的杨柱林，2014 年在益阳
一家个体砖厂因工伤截肢，妻子多病，
儿子也离了婚。法院判定获赔40多万
元，却迟迟未能得到执行，在扶贫工作
队的帮助下，他拿到了赔偿款，改变了
家境。村里开展了卫生家庭、平安家
庭、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村风明显好
转。该村 9 组因张家院子和黄家院子
10 多年的修路矛盾，存在一条“断头
路”。扶贫工作队长谢武斌带领党员干
部捐款2万多元，并多次组织开会调处
过去的遗留问题纠纷。经过 3 个月奋
战，今年 9 月终于修好了这条团结路、
致富路。

多方“造血”，产业发展有奔头

为了帮助贫困户实现稳固脱贫，市
科技局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帮助该村大
力发展产业经济。

村里成立了2个专业合作社，安排

就业42人，带动群众增收。今年夏天，
200亩西瓜大丰收，从广东引进的火龙
果已成产业。如今已入冬日，山头仍然
一片葱茏，柚子、橙子硕果累累挂满枝
头，太空鸡养殖基地鸡群欢食，还有老板
打算建厂发展村里传统的红薯粉加工。

受村里召唤，今年5月，一位在东莞
办企业的老乡回村开厂，初期项目于10
月投产，已安排30多位村民就业。42岁
的邓小英几年前丈夫病逝，儿子还只有
13岁。之前在离家1个小时车程的废品
厂上班，总放心不下孩子。如今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收入稳定，还可以更好地照
顾家里。一位67岁的老人带着30多岁
的智障儿子一起进厂做事，她说自己身
体不好，以前到外面打工别人不会要，现
在母子两人都能挣得一份收入。

2014年进驻该村的湖南漆雕氏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董事
长毛小文今年10月获评邵阳市最美扶贫
人物。在市科技局的支持下，他在武冈建
起生产基地。55岁的残疾人周维春是基
地的一名员工，包吃包住月收入3000元，
比之前在北京打工高了一倍。

2016年，省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大
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
线路总体工作方案》，德江村的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被纳入其中。目前该村正在
汇集各方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为村
民的美丽家园和幸福生活加油添彩。

扶贫春风暖德江 致富美景入梦来
——市科技局驻武冈市法相岩街道德江村扶贫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彭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盖雄 陈凌云 李丹枝）
12 月2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
讲大会。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曾
鼎新作宣讲报告。

曾鼎新从四中全会的重大意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学习贯彻四
中全会的要求等四个方面，对全会
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
入解读。他指出，全市法
院要自觉把学习贯彻全会

精神与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
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全会精神
转化为推动全市法院工作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充分发挥
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努力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全市法院工作成
果；要扎紧司法权力运行制度笼
子，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确保司法公正。

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能广 吴飘柔） 12月
2日，新邵县新田铺镇新竹村村民
潘乐光将一面“为民造福建房修
路，扶贫攻坚尽职尽责”的锦旗送
到该镇党委书记邓亦锋手中，感
谢镇党委政府为他家修建房屋，
修通入户道路。

今年 72 岁的潘乐光体弱多
病，是一个移民贫困户。几年前因
儿子迷恋赌博导致家庭负债累累，
他独自一人常年住在漏雨透风的
小土坯房中。通过政府帮扶，潘乐
光2018年新建了一栋140平方米
的红砖房，享受了移民避险安置补
贴。潘乐光房子在院落的最深处，
以前只有一条泥泞的羊肠小道，出
行极不方便。因为和周边
邻居存在矛盾，路迟迟未
能修通。今年，经过镇村

两级干部的多番调解，终于修通了
一条宽3.5米的水泥路。同时，在
扶贫帮扶责任人、村干部的劝导
下，潘乐光的儿子也回到家中，在
镇上当起了摩的司机。“真的要感
谢政府，帮助我家建房又修路，还
把儿子给我劝回来了，我才有现在
这样的好日子！”潘乐光紧握着邓
亦锋的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新田铺镇党委把群
众需求放在第一位，将主题教育与
当前脱贫攻坚、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等中心工作相结合，着眼于群众最
关心、最棘手的问题，共收集并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81个，辖区
群众的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镇政府帮建房助修路

七旬贫困户送锦旗表谢意

11月27日下午，全市乡镇
（街道）、工业园区（经开区）工会
主席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举办这次培训班是为了落
实中组部和全国总工会、省总
工会关于加强工会干部队伍建
设的重要指示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关于“开门抓

教育”的工作要求。本次培训
班为期三天，来自全市各乡镇
（街道）、工业园区（经开区）新
任工会主席或副主席以及县市
区总工会分管组织工作的负责
人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谢长青）

我市举办乡镇（街道）
工业园区（经开区）工会主席培训班

为激发员工个人潜能，促
进相互交流，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
企业文化，11月25日，中国银行
邵阳分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邵
阳分公司组织员工到新邵县小
梁山开展户外拓展训练活动。

活动中，两单位的员工热

情高涨，不怕吃苦，不畏艰难，
共同完成了“破冰团建”“穿越电
网”“逃生墙”等团队协作项目和
分组竞赛活动，充分展现了其过
硬的身体素质和协作能力。

（记者 谭宇）

户外拓展训练营造健康企业文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
讯员 王韬） 12 月 1 日，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该局已启动全市商业银
行收费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检查全市商
业银行 2018 年以来的所有收费行为，
以规范我市商业银行系统的收费行为，
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此次全市商业银行收费专项检查
行动自11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30
日结束，重点检查2018年1月1日以来
全市商业银行，包括中农工建四大行、
广发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融湘
江银行等 12 家商业银行的收费行为，

重大问题可追溯至上一年度。
专项检查行动中，市市场监管局将

重点检查商业银行是否严格执行政府
定价、政府指导价；是否严格落实各项
减免费优惠政策；在发放贷款或者以其
他方式提供融资时，是否强制搭售理
财、基金、贵金属等金融产品，强制客户
到指定的企业办理评估、保险业务等其
他不正当价格行为共10项。

在全市商业银行收费专项检查启
动暨提醒告诫会议上，市市场监管局采
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现场随机
抽取并公布了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并

下发了《提醒告诫函》，要求各银行分行
全面规范涉价收费行为，并立即开展自
查自纠，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
法进行严肃查处。

据悉，此次针对商业银行收费的专
项检查行动是市市场监管局开展违规
涉企收费专项治理行动之一。11月中
旬以来，市市场监管局按照我市制定的

《进一步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工作实
施方案》，并先后对医院、水电气等行业
的收费行为开展专项检查，以提高涉企
收费透明度，加强涉企收费行为的规
范，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规范收费行为 维护金融秩序

我市专项检查商业银行收费行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张永善 孙建成） 12 月 3
日，邵阳“功夫小子”扬名星城的消息
在全市各个校园迅速传开。在长沙
举行的湖南省第四届校园武术比赛
上，邵阳武术代表队满载而归，共获得
4个一等奖，5个二等奖，7个三等奖。

11 月 30 日，湖南省第四届校园
武术比赛在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

中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 14 个市
州的 121 所学校近 3000 名青少年以
武会友、同台“论道”，这是我省校园
武术比赛规模最大，参赛学校、运动
员最多的一届。比赛现场，武术运动
员们相继登场，刚柔相济的动作充分
展示出湖湘青少年的阳刚与自信，让
现场观众领略到中华传统武术的魅
力和风采。

我市共派出16所中小学校的武术
代表队，参加了小学生组集体项目和
中学生组集体项目比赛。经过一天的
激烈角逐，双清区江湖小学、隆回思源
实验学校、隆回县六都寨中心小学等3
支武术代表队获得小学生组集体项目
一等奖，市特殊教育学校荣获中学生
组集体项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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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12月3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
迎春到邵阳县夫夷水塘田市镇至
金称市镇河段开展巡河工作。

周迎春一行先后来到夫夷水
塘田市镇扎田村段、林科所段以及
夫夷水金称市镇大桥段，认真查看
河道保洁情况，详细了解沿岸水源
保护以及河长制等工作落实情况。

周迎春指出，下一步，邵阳、新
宁两县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目标
任务，以过硬的举措将夫夷水打造
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省市
样板河。一要建机制。要明确领
导机制、组织机制、调度机制、督办
机制、考核机制、责任机制等，以常
态化的长效机制推动工作
落实。二要实举措。河道
保洁要到位，实现河道“水

面无漂浮物，河中无障碍物，河岸
无垃圾，污水无直排”的“四无”保
洁目标；严格执法要到位，对相关
违法行为从重从快从严打击；河道
划界要到位，按要求加紧推进；乡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要到位；宣传
教育要到位，引导群众提升环保意
识和参与保护意识。三要严整
改。加大对交办问题的整改力度，
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高效完成整改
任务。四要明责任。把责任进一
步明晰化，抓好层层落实。五要强
效果。一江碧水是否守好，关键要
看群众是否满意。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做到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共
同推动河长制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周迎春在邵阳县巡河时强调

明确目标任务 打造样板河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