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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干净的硬化路直通各家各院，
一座座小楼房拔地而起，朗朗的读书声
萦绕村庄，漫山遍野的油茶树随风摇曳
……这里是武冈市司马冲镇江背岭村。

“感谢上级给我们村派来了个好队
长，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好项目，使我
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11月25日，63
岁的江背岭村村民唐月英对记者说。

唐月英口中的“好队长”，就是武冈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驻江背岭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邓小忠。

建好村“两委”班子

2014 年，邓小忠受单位委派，来到
江背岭村驻村帮扶。江背岭村是一个
三村合一的大村，面积广、人口多、分布
散，这大大增加了扶贫工作的难度。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对于
刚合并的新村来说，组建村“两委”班
子、建强党支部战斗堡垒是首要任务。

“三个村都想选自己村里的人当村
干部，大家彼此间不怎么信服，换届期
间，仅党组会议就开了近20次。”为了化
解三村之间的矛盾，邓小忠带领扶贫干
部，白天处理村内事务，晚上走访各家
各户，反复做思想工作。

通过邓小忠和扶贫工作队的努力，
村里的矛盾慢慢化解，村党支部成了村
民脱贫路上的“领头人”，一系列基础设
施建设相继启动。村级综合服务平台
于2017年6月竣工投入使用；双元至坪
江、双元至高枧共计11.2公里村道窄改

宽顺利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全部到位；
饮水安全全覆盖稳步实施……基础设
施建设焕然一新，群众急需急盼的事
情得到解决，大大增强了村民的“幸福
感”。

改善教学条件

“教育是民生之本。我们能做的就
是想方设法去改善办学条件，打造教育

‘硬环境’，让孩子们快乐地学习和成
长。”邓小忠说。

江背岭村原有一座小学，但因年久
失修，早已破烂不堪。村民们不得不把
孩子送往6公里外的学校就读。让孩子
就近上学成为了当地村民的迫切愿望。

邓小忠将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武
冈市编办。经讨论，决定在村里修建小
学。于是，邓小忠带领村两委成员与扶
贫工作队队员立即与市教育局取得联
系，选址、协商……最终，司马冲镇坪江
小学于 2017 年在该村建成并投入使
用。学校占地面积5.05亩，建筑面积约
600 平方米。如今，学校开设 4 个教学
班，在校学生66人，学校老师由3人增加
到6人，校园基本实现绿化、美化、净化
及路面硬化，为村里孩子们提供了良好
的学习环境。

发展绿色产业

在邓小忠看来，要想改变村里贫困
落后的面貌，必须有持续增收的途径。

2007 年，村民戴龙元承包了土地

580余亩茶园，并流转上千亩荒地，种植
油茶。但从 2015 年起，由于资金短缺，
茶园濒临倒闭。正当戴龙元一筹莫展
时，邓小忠带领驻村帮扶队员雪中送
炭，帮助他申请了100万元“油茶贷”，用
于建设油茶深加工车间，预计明年3月
便可投产。此外为了帮助贫困户摘掉

“贫困帽”，帮扶队与戴龙元达成协议，
成立武冈市江背岭油茶种植合作社，共
吸纳社员790人。

“在这里做工的基本上都是贫困
户，现在大家都脱了贫，只要你肯干，每
天都有钱赚，老板待我们也不错。”57岁
的江背岭村贫困户杨若梅边除草边对
记者说，每天能挣80元，每个月至少收
入1500元。目前，合作社共有务工人员
40余人，其中贫困户30人。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邓小忠的
妻子高春花被武冈市统计局派驻到司
马冲镇居委会担任“第一书记”，从此夫
妻双双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几年
来，为了扶贫，夫妻俩每天早出晚归，陪
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每次见面，也
多是说经验、比成绩；每次讲起工作，那
是谁也不让谁，忙于“刺探军情”，取长
补短，生怕自己的村落后……每次镇里
开脱贫攻坚调度会，大伙都会称赞他们
为扶贫路上的“夫妻档”！

帮村民解困 让村庄变样
——记武冈市编办驻江背岭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邓小忠

邵阳日报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刘琦 王茜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李正乔 刘方） 12月
16 日上午，市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常务副组长蔡典维，市委常委、
邵阳军分区政委、市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周爱国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全省双拥工作有关会议精
神，审议了《邵阳市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规则（建议稿）》《邵
阳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工作职责（建议稿）》《邵阳市
创建第十一届“全国双拥模范
城”工作实施方案（建议稿）》，安
排部署了我市创建第十一届“全
国双拥模范城”迎检准备工作。

蔡典维指出，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扎实
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切实增强双拥工作的责任感使
命感。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创建考评在即，时间紧、任务重，
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各方责
任，全力把创建工作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确保我市创建第十一届

“全国双拥模范城”一举成功。
周爱国表示，要不断强化思

想认识，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驻邵部队要
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持续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全力完成应急
抢险任务。同时，积极参与精神
文明建设，为我市创建第十一届

“全国双拥模范城”贡献智慧和
力量。

切实增强双拥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

我市召开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蔡典维周爱国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盖雄 陈凌云 李
丹枝） 12月12日，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邬文
生一行来我市调研扫黑除恶审判
工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曾鼎新参加调研。

当天，邬文生来到 2018 年
在全省率先成立的涉黑涉恶案
件审判专业合议庭调研并看望
慰问扫黑除恶一线办案干警。
他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担当，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
实抓好；要贯彻依法严惩方针，

坚持法定程序、法定标准，严把
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
法律适用关，确保每一起案件都
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
验；要加强扫黑除恶审判队伍建
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
理，确保司法公正廉洁；要紧紧
依靠党委、党委政法委的领导，
加强与纪检监察、检察、公安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法院之间
以及法院内部之间的协调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省高院领导来邵调研

临近春节，武冈市邓家铺镇上不少
人家喜结连理或开张营业。12月12日，
记者走遍该镇主街，既没有听到鞭炮声，
也没看到烟花屑。取而代之的是踩气球
等简朴庆祝仪式……这是邓家铺镇实行

“禁炮”带来的文明新风。
邓家铺镇素有遇到喜庆事就燃放烟

花爆竹以示庆祝的习俗。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邓家铺群众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
空气质量，“乡村禁炮”已然势在必行。

“烟花爆竹燃放容易引发火灾、造成
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带来空气污
染和噪声，造成环境污染……”谈及烟花
爆竹的危害，邓家铺居委会主任姚家平
告诉记者，数年前，他的一个亲戚因为燃
放烟花，右眼被炸伤，最后导致失明。

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邓家铺镇今年春
季打响“乡村禁炮”第一枪。在邓家铺镇
居委会、兰田村、杨龙村、聚宝村、新风村
和石龙兴村试点的基础上，由红白喜事
理事会成员、村贤、村干部组成的“禁炮”
志愿服务队定期进组入户，大力宣传“乡
村禁炮”。

邓家铺镇组织各试点村（社区）制定
了《禁止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规定》《红白
理事会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同时，
召开院落大会征求群众意见，发放签订

《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承诺书》，
并对带头遵守“禁炮”规定的居民发放
奖金和荣誉证书……这些有效措施的
落地，促使全镇“乡村禁炮”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邓家铺镇居委会5组居民姚伦田去

世，出殡现场，沿途只见乐队和送葬人
员，没有听到鞭炮声，也看不到鞭炮燃放
的痕迹。仅此一项，就为死者家属节约
开支上万元。自今年3月开始“禁炮”以
来，该镇群众节减婚丧开支近70万元。

如今，邓家铺形成了浓厚的烟花爆
竹禁放氛围。“革除陈规陋习，争当环保
志愿者，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开创百姓
富、生态美的未来”已成为这个镇乡风文
明的新常态。

邓家铺镇：婚丧倡环保 禁炮树新风
邵阳日报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关杨博 刘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罗英 肖怀真）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打造公
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平台，
12月12日下午，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结合主题教育整改，组织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负责人
召开“不忘初心、开门纳谏”优化
营商环境座谈会，听取大家对优
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质量的意
见和建议。

近年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以打造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
交易服务平台为目标，全力推进
公共资源交易环境向清向好向
优发展。2017 年到 2019 年，该
中心先后荣获全国首批公共资

源交易标准化联盟标准专业委
员会成员单位、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机构100强、第四届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改革峰会“制度创新
奖”、全国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
平台服务示范单位等荣誉。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结合各
自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有关科室负责人
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
解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
任唐曼玲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
为契机，扎实整改，补齐短板，进
一步优化交易流程，提高交易效
率，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助力“二中心一枢纽”建设。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提 高 服 务 质 量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开门纳谏”座谈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
员 肖尊达） 12月15日，2020年湖南
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职装配钳工技术
赛项在常德技师学院开赛，湖南省汽车
技师学院学生蒋余和唐志翔分获该项目

一等奖和二等奖。
此次中职装配钳工技术赛项是由湖

南省教育厅、省人社厅每年定期举办的全
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的一个赛项。2020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在全省设53

个赛点，先后举行137个赛项的比赛。该
赛事目的在于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并选拔
优秀选手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模具17-1班
的蒋余和唐志翔两位选手代表邵阳市参
加此次比赛，与来自全省23所院校的39
位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上，两位选手发
挥稳定，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精湛的
操作技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汽院学生技能竞赛获佳绩

12月12日，邵
阳县长乐乡大联小
学举办第一届关爱
留守儿童日。通过
组织学生在户外心
形围坐、享受老师发
放的糖果、进行文艺
表演和互动游戏、喊
出对父母的思念等
形式，为留守儿童的
成长注入欢乐和情
感滋润。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钟泉

摄影报道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隆回县人民
检察院扎实推行“首问责任制”，千方百计依法满足群众的合
理诉求。近日，桃洪镇一家小型打字店老板彭丽珍将一面锦
旗送到该院，感谢该院干警利用检察手段为其从永顺县追回
被诈骗的1万元纸张款。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袁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