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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

邹伟 王琦）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6 日在
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他们
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珍惜光荣
历史、永葆政治本色，继续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
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金色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不时交
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
部部长陈希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

上讲话。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
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牢记老同志历史功绩，大力传
承老同志崇高精神，学习弘扬离退休
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事迹，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立足本职、建功立业。

大会表彰了150个离退休干部先
进集体和 450 位先进个人，上海市浦
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书记陈福良、湖
北省军区武汉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离
休干部马旭、黑龙江省公安厅退休干
部崔道植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丁薛祥、许其亮、胡春华和中央军
委委员苗华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记者
刘欢） 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下午在
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取了
她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是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局面最为严峻复杂
的一年。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你坚
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依法施政，恪
尽职守，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你还带
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扶助企业、纾
缓民困，认真研究解决社会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对你在香港非常时期显示
出的勇气和担当，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11月14日我在巴西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11 次会晤期
间发表讲话，表明了中央对香港局势
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我们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
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的决心坚定不移。

习近平表示，我们将继续坚定支
持你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
支持爱国爱港力量，并希望香港社会
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推动香港发
展重回正轨。

韩正、丁薛祥、杨洁篪、郭声琨、尤
权等参加了会见。

习近平会见
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

2019 年 12 月 12 日，入夜，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警员来回穿梭，指挥
屏上，警讯闪烁不停。

“治安管理支队准备完毕！”
“交通警察支队准备完毕！”
“禁毒支队准备完毕！”
……

“出发！”当晚8时30分，随着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谭学军一声令
下，我市组织1万余名民警辅警、消
防指战员集中开展的扫黑除恶集中
统一清查行动正式开始。

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里严肃、紧
张气氛不同的是，此时的邵阳街头，正
是一派温馨祥和的景象：繁华的青龙
桥头，灯火通明，人潮涌动；双清公园
滨江广场上，散步的大爷、跳舞的大
妈、网上直播唱歌的年轻人各安其所，
与身旁波光粼粼的江面交相辉映……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
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一边是万千干警夙夜在公，一
边是千家万户安居乐业。这样的场
景，自我市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已成寻常一景。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民之所怨，利剑所指。
2018 年以来，我市按照上级部

署，积极作为，重拳出击，打掉了一批
涉黑涉恶组织，查处了一批黑恶势力

“保护伞”，有力推动社会风气不断好
转，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以扫黑除恶
实际战果回应群众期待，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万名民警辅警开展扫黑除恶集
中统一清查行动，只是邵阳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一次“期考”冲刺。

10月18日上午，市委书记、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一组长
龚文密先后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调研指导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公检法等政法部门要加强协
调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实现
资源共享、信息共享，确保专项斗争
各项部署措施落实有力，推动我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向全

市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龚文密殷切嘱托。

为了让人民群众满意，我市公
检法等政法部门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中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交出的
“答卷”——

10月17日下午，市公安局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四场新闻发布
会，通报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阶段性战果。

“全市公安机关充分发挥‘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主力军作用，下重
手、出重拳，打击涉黑涉恶战果全省
排名靠前，得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组的充分肯定。”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朱邵武介绍。

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市公安
局成立了高规格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由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谭学军任组长，市公安局领导班
子分别挂点各县市区扫黑除恶工
作，为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下
坚实的工作基础。

严明黑恶线索摸排责任。截至
目前，全市共组织扫黑除恶专项督
察 12 次，查纠各类问题 203 人次。
充分发挥 3299 名“一村一辅警”作
用，全面入户走访、发放扫黑除恶传
单、搜集黑恶犯罪线索，在广大农村
形成了浓厚的斗争氛围。

坚持打击整改齐头并进。为落
实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对全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出的督导意
见，2019 年 7 月 1 日，我市公安机关
启动了为期100天的“宝庆风雷”专
项行动，有针对性地开展打击工作。

10月18日上午，市人民检察院
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
会，市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副检
察长唐志军通报了全市检察机关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

唐志军介绍，截至当日，全市检
察机关共批捕涉黑恶案件328件780
人，起诉涉黑恶案件 181 件 650 人；
起诉涉黑恶“保护伞”案件 5 件 5
人。2018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
召开检察长办公会研究扫黑除恶工
作或具体案件238次，两级检察院检

察长、副检察长共办理案件124件。
突出打击重点，加大对影响重

大项目建设的黑恶势力打击力度，
是我市检察机关参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一大亮点。邵东市人民检察
院通过办理尹助银等7人恶势力团
伙案，隆回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
胡耀文等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保
障了怀邵衡铁路的施工顺利进行。

10月18日下午，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
会，市中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主任、刑
一庭庭长周红旆通报了全市法院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我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创建“无
黑城市”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举利剑、用重典、出重拳，始终保持
对各类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压态势，
取得显著成效。审结了新邵曾健朋
等人、武冈肖体赞等人、邵东肖正红
等人涉黑案，新邵“天龙集团”、武冈

“风云会”等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组织
被彻底摧毁，恶势力头目张华佰、周
杨勇、彭波被依法判处死刑。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主持召开
了 22 次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
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李志雄
介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市委
政法委切实做到了提高政治站位，
把好“方向盘”；积极履职尽责，种好

“责任田”；加强统筹协调，用好“指
挥棒”；强化问题整合，打好“组合
拳”，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作用，倡导“月调度”制度，研究扫
黑除恶工作，切实加强工作衔接，有
效推动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从以上“答卷”里，既能感受到我
市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坚定意
志，也体现了我市重拳出击、除恶务尽
的磅礴力量，更展示了我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呈现出的和衷共济、各尽其
责、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下转7版）

鏖 战
——我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光平 潘帅成 肖团结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 波
通讯员 吴军民 李双武 李慧兰
廖浩江） 12月14日，市政府督查组
联合沪昆高铁长沙工务段，对沪昆高
铁隆回段沿线的安全隐患点逐一进行
检查，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共同验收销
号隐患点9 处，对暂未达到整改要求
的隐患点进行现场点对点施策，议定
排除方案，确保在12月底前所有铁路
安全隐患清零，全部销号。

自全市加快推进铁路安全环境集
中整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市积极
完善各级路、地协作联动机制，完善乡

镇（街道）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动
机制，推动铁路安全管理法治化、制度
化、规范化，探索建立铁路环境安全治
理长效机制。目前，市、县、乡、村铁路
沿线安全环境整治工作每天都在进行
且不断提速。

截至12月15日，全市已完成303
处铁路安全隐患整治，为总任务的
71.29%，面积近3万平方米。

全市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整治稳步推进
303处铁路安全隐患完成整治，为总任务的71.29%

省商务厅驻村帮扶工作组自2018年初进驻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新枧水
村开展扶贫以来，始终坚持“交通先行”发展方针，切实加大道路建设各项投入，
通过“新建、扩改、维护”多措并举，显著改善了群众出行难、出行不畅问题。截至
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700余万元，帮助该村6个组、197户全部通上了水泥路。
图为12月9日航拍的新枧水村部分通组入户硬化道路。通讯员 严钦龙 摄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袁 枫
通讯员 阳小朋） 12月15日下午，
市区恒泰·珑湖二期建设施工单位
——湖南大为建设工程公司因违反蓝
天保卫战特别防护期相关规定被顶格
处罚。

15 日 10 时，我市启动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Ⅲ级响应，要求各施工工
地严格按照扬尘源应急减排项目
清 单 ，实 施 黄 色 预 警 下 的 减 排 措
施，除涉及重大民生工程、安全生
产及应急抢险任务外，所有施工工
地应停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
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
等，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
散装物料、建筑垃圾、渣土、砂石料
等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主干道
和易产生扬尘路段应增加机扫和
洒水频次。

15日下午，市蓝天保卫战督查组
在恒泰·珑湖二期建设工地督查时发
现，该工地施工挖土机、材料运输车
辆、渣土车辆均未按要求作业，土方开
挖未采取降尘措施，裸露土方也未覆
盖，施工场地尘土飞扬，黄泥随处可
见，严重违反了市蓝天保卫战 6 个
100%要求及蓝天保卫战特别防护期
相关规定。

据悉，此前市蓝天保卫战指挥部
已向该工地下发了相关停工告知书，
但其依然我行我素，违规施工。现场
发现这一情况后，市蓝天保卫战督查
组当场责令停工整改。随后，市住建
局对该项目进行了不良行为记录告
知。大祥区住建局责令项目停工一个
星期，待复查整改合格后方可继续施
工。大祥区城管局对其进行了罚款
10万元的顶格处罚。

违反蓝天保卫战特别防护期相关规定

市区一建筑企业被顶格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