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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申兴刚）
12月20日上午，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李万千参加市委办第三
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并围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给党
员上党课，勉励大家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

专题组织生活会上，11 名
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交纳
当月党费，同时结合自身实际，
分别作了检视剖析，开展了批
评与自我批评，并进行了民主
评议。

李万千认真听取大家发言
后进行点评。他指出，当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
党吹响了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的冲锋号。对党
委办公室党员干部而言，不仅要
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决心，更要

有善于担当、善于作为的素质和
能力。

李万千强调，市委办全体党
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强烈的问
题意识，主动查找“三服务”工作
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
针对问题的症结点和关键点深
刻剖析原因，对症下药，推动工
作。要有强烈的调研意识，发扬

“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开展调
查研究，把事情真相和全貌调查
清楚，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研究透彻，做好参谋助手的工
作。要有强烈的实操意识，在提
建议、拿方案时吃透上情、摸清
下情，确保建议和方案切实可
行。要有强烈的到位意识，摒弃

“不拘小节”的思维陋习，严格标
准、严守程序，致力提供更加精
细精准优质的服务。

致力提供精细精准优质服务
李万千参加市委办第三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辉民） 12月20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志雄带
领市直相关单位负责人来到大
祥区板桥乡召伯村调研并召开
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

召伯村位于邵水河畔，辖区
总面积3.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面积2420亩，山林250亩，38个
村民小组，共计 738 户 2968 人。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召伯村
相继被授予省文明示范村、省级
美丽乡村、省级卫生村、省级“同
心美丽乡村”、市级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李志雄一行先后到种植大
户游长春的草莓基地、召伯村美
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一二三”
产融合示范园调研，并查看了召
伯村的厕改情况。

李志雄提出四个方面要
求：第一，要认真抓好美丽乡村
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全面提升
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水平。召伯村要进一步围绕百
姓如何增收考虑问题，将产业
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带动百姓
富起来；第二，要严格按照标准
完成厕改工作，在保证质量的
同时加快工程进度，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村民幸
福感；第三，要围绕“乡规民约”
做文章，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有
效完善村民自治，规范乡村社
会治理，努力打造文明幸福的
新农村；第四，召伯村目前正在
申报美丽乡村示范点，相关部
门要积极和上级对接，争取明
年将召伯村纳入省级美丽乡村
精品项目建设。

努力打造文明幸福新农村
李志雄到大祥区板桥乡召伯村调研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谢银） 12月20日，中
国石化邵阳石油分公司第七届
易捷年货节举行。副市长晏丽
君参加。

近年来，中国石化邵阳石
油分公司大力推进非油品业务
经营，将家电、家纺、服装、汽
车等商品陆续引入易捷销售平
台 。 该 公 司 积 极 推 介“ 邵 阳
红”产品，助力邵阳特色商品
通过易捷平台走出邵阳，走向
湖南，走向全国。目前已经有
南山牧业酸奶、湘窖酒、新宁

崀山脐橙、满师傅、武冈金福
源卤菜等邵阳名优特商品成功
入围湖南石油分公司地方特色
商 品 采 购 目 录 ，其 中 南 山 酸
奶、湘窖酒、崀山脐橙、满师傅
等 4 个品牌商品已进入全省 15
家地市公司的 1200 多座易捷
便利店。

中国石化邵阳分公司负责
人表示，在持续加大“邵阳红”系
列名优农产品推广的同时，该公
司还将积极广泛引进全国各地
名优特产品，全力为美好邵阳市
民生活加油。

易捷年货节力推“邵阳红”

干净整洁的院落旁，绿色的篱笆将
鸡鸭围成一个圈；村部后面的梅花广场
旁，错落有致的梅树正酝酿着对春天的
颂词；田野山丘上，新栽的果树恍然间已
忘却置身冬天……欣闻滨江街道寒梅村
12月3日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农业农村部、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
5 部委评定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12月16日，笔者慕名来到该村采访，农村
有序治理的喜人气息扑面而来。

经济：果树挤满了山坡

滨江街道寒梅村位于双清区东北
部。过去，寒梅村村级经济发展薄弱，

“寒梅寒梅，荷包生霉。”这是村民对寒梅
村的无奈调侃。为改变村级经济一穷二
白的状况，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回乡创业，
今年33岁的村支书凌求佛率领村“两委”
一班人，为群众脱贫致富想方设法。

村民高加德在外创业成功，是凌求
佛成功引回家乡的能人之一。村里希
望通过他的示范带动，发展产业经济。
高加德在村里协调下，去年流转连片的
田地、荒山500余亩，创建“精品水果基
地”，雇佣10余名贫困村民栽种石榴、沙
糖柑、金钱橘、精品柚、核桃、无花果等
19个品种的果树和药材、大棚蔬菜。他
还改造了3口山塘，喂养泥鳅、黄鳝、鲤
鱼、草鱼等，发展休闲垂钓业。

基地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经营，除按天开给村民工资外，还准许
村民以土地出租的方式入股经营。贫困
户陈声明的3个孩子都在上学，属于典型

的“因学致贫”。他以出租土地的方式在
高加德的基地入股经营，未来赢利按股
份分成。村民李丰华因妻子患精神疾病
导致贫困，他也将自己的土地出租入股，
期望在基地获得一份可观的收入。

村里还引进“和畅农业基地”，流转
80亩土地，种植锦秀黄桃、黄金奈李、丰
糖李、无花果、有机桑葚等水果。今年
该基地开始大规模挂果，来势喜人。据
悉，村里将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一
个有力抓手，对全村16户贫困户因地制
宜开展帮扶，成效明显。

村容：梅树簇拥的村庄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这是诗人对梅园的诗意描绘，也是寒
梅村追求的诗意境界。近年来，寒梅村在
市、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指导下，加大村庄
环境整治力度，招聘路面和院落保洁人员
13名，推进院落卫生评比常态化，大力开
展“五改五治”活动，实施村级道路及路灯
亮化工程。通过以上举措，村容村貌发生
了显著变化，村民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家住梅花广场旁的村民余满伍养
了20余只鸡鸭，以前鸡鸭满地跑，导致
广场鸡鸭屎遍地、臭气熏天，群众反映
强烈。凌求佛多次上门做工作，余满伍

“左耳进、右耳出”，满不在乎。加之以
前治安状况不太好，鸡鸭丢失也是家常
便饭，村里难免会听到“骂街”的声音。
为解决好这个牵涉卫生、文明和治安的
问题，凌求佛和村主任陈淑连商量，决
定借鉴株洲攸县先进经验，动员他家在

房前屋后围起竹篱笆，将鸡鸭进行圈
养。这样既可以解决鸡鸭破坏卫生问
题，又可以防止鸡鸭丢失，村民纷纷称
赞村领导为村民办了一件大实事。

文明：易俗提升着乡风

为使村庄治理有章可循，村里制定了
行之有效的村规民约，并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推行村务重大事项“党员+
群众”双评议机制，强力推进村务公开。

2018 年 6 月，寒梅村全面启动移风
易俗工作，大力倡导丧事简办，反对铺
张浪费，制定出台寒梅村关于移风易
俗的村规民约补充条款，挨家挨户发
放移风易俗倡议书和签订移风易俗承
诺书。今年 7 月 5 日，村民朱想娥因病
去 世 ，个 别 家 属 和 亲 友 准 备 大 操 大
办。街道、村干部及红白理事会成员
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孝家苦口婆心
地劝导丧事从简，并从区文体广旅局
请来了电影放映队。在村“两委”成员
及红白理事会成员的全程督导下，最
终没有燃放烟花爆竹，没有请乐队。
按照惯例，操办丧事至少需要费用8万
元，而这次操办费用才 3 万元左右，为
孝家节省资金5万元以上，得到孝家与
村民的纷纷称赞。

“获评‘全国农村治理示范村’只是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认可，在新的起点
上，我们将因地制宜、创新思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市、区的坚强领导
下，建设一个更富足、更美丽、更文明的
寒梅村。”凌求佛说。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啥模样？
——双清区滨江街道寒梅村强化农村治理工作纪实

通讯员 周志斌 刘恩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王韬） 12月17日，市
市场监管局党组理论中心组举
行专题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市委
宣传部理论骨干杨平作学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
告会。市市场监管局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成员、局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局属单位相关负责人近
200人参加了专题学习。

学习中，大家围绕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和意义，
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学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对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坚定制度
自信谈了认识体会。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专题学习教育活
动，组织全系统党员干部强化学
习培训，确保学深悟透、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同
时，坚持做到出实招、求实效，进
一步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体系，建
立整改落实长效机制，确保今年
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学习全会精神 坚定制度自信
市市场监管局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
讯员 陈湘林 周维标）“感谢镇纪委
帮我处理好了这个事情，治好了我家多年
来的一块心病。”近日，武冈市龙溪镇龙丰
村5组信访人彭保珍拿着与纠纷方采沙
场老板达成的协议书以及3000元迁坟补
偿款欣慰地说。这是全市纪检监察系统
持续转变作风，深化“带着板凳进村”活
动，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合理诉求的一个生动缩影。

今年 9 月，武冈市龙溪镇纪委在主
题教育活动中，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带着板凳”走进每个村公开接访，聚焦
群众痛点难点焦点，从具体人、具体事入
手，着力解决漠视群众利益等问题。在
龙丰村接访时，村民彭保珍反映其哥哥
位于龙丰村兔子坳的坟墓在 2015 年被
当地采沙场损毁，纠纷持续了4年，特向
镇纪委求助处理。

龙溪镇纪委接到信访件后，立即组
织协调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社会
事务综合服务中心等单位成立专门工作
组，带案入村深入调查。由于4年来采
沙场多次转手，三易其主，并且现在早已

关闭停产，事情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经
过缜密分析案情、梳理排查问题线索，工
作组多次走访当地知情老人，对历任采
沙场老板、工人逐一进行调查询问，锁定
相关证据，划清不同时间段采沙场业主
的责任。同时，工作组耐心细致地和当
事人讲政策、说道理、摆事实。采沙场第
一任老板沈小伟愿意承担责任，并承诺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最终，双方在工
作组的协调下，达成一致意见，当场签订
协议书。沈小伟按国家征迁标准兑现了
3000元赔偿金，一起长达4年的纠纷至
此迎刃而解。

“带着板凳进村”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
员 石小青） 12月18日上午，作为我
市重点工程项目的人民电影院综合文
化中心项目破土开工了，标志着电影公
司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市人民电影院是上世纪我市大型
群众性文化活动场所，承载了一代又一
代邵阳人民的美好记忆，是邵阳标志性
建筑之一。多年来，由于电影市场萧

条，人民电影院一直处于资产闲置、影
院歇业的状态。虽然上世纪 70 年代末
曾对影院进行过改建升级，但改建升级
后的放映大厅及基础设施已完全不能
适应现代电影放映的要求。为此，市政
府召开协调会专题研究市人民电影院
改扩建有关问题，同意并支持市人民电
影院在原址上进行改扩与综合开发，将
人民电影院改扩建为现代化影院，并明

确规定现有的文化项目和文化设施在
改扩建中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确保文
化基础设施的性质不变。

据了解，人民电影院综合文化中心项
目是一项以公益事业为基础，社会效益为
目的，经济效益为辅助的长期投资项目。
将建成一个可容纳400多人的中国巨幕影
厅和9个多功能影厅，辅之与电影相关的
商业文化，可容纳1000多人同时观影，满
足市民对高品位电影文化生活的需求。

市人民电影院综合文化中心项目开工

12 月 17 日下午，“传承

中华文化，弘扬书法艺术

——双清区书法进校园”活

动走进该区中河街小学，市

内书法名家李爱民向学校赠

送书法作品并带来精彩的书

法讲座。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刘人铭 曾晖晖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