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煜
通讯员 欧阳国江 莫刚强） 3月
16日，市商务局发布信息，我市外
贸逆势飘红，1 至 2 月实现进出口
总量33亿元、居全省第4位；同比
增长49.9%、居全省第2位，高出全
省 59.9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32.28
亿元、增长 53.4%，居全省第 2 位，
高出全省76.1个百分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
及时将中央、省、市出台的促进经
济发展相关支持政策送到每一个
企业，认真指导和帮助企业用好政
策、落实政策，尽全力帮助企业解
决用工、防护物资、订单、物流、融
资等困难，千方百计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其中邵东市决定对2至4月
的企业出口额由财政给予奖补。湖
南山立水电设备制造公司有 5 个

海外项目受疫情影响较大，涉及
3000多万元的水电设备安装，市、
县商务部门主动派出企业联络员
上门服务，协助公司借助现代通讯
技术，采取境内外远程在线办公的
办法与海外企业或业主沟通，弥补
员工不能抵达现场的不足，确保境
外项目有序推进。截至3月16日，
全市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进出口
企业已复工598家、复工率98.2%，
在岗人员32415人、到岗率77.2%。

下一步，我市将全面复制推广
全省破零倍增、综合服务、融资支
撑、新业态突破、万企闯国际等稳外
贸六大举措，用好用足出口信保、市
场开拓、品牌创建、示范基地、普惠
贷款及“三单融
资”、增量补贴、
境外参展补贴等

扶持政策。重点支持发制品、箱包、
打火机三大国家级示范基地做大做
强，加快培育三一专汽、彩虹特种
玻璃、拓浦精工、亚洲富士电梯、湘
窖酒业等一批新的外贸增长点。深
入开展“邵品闯国际”“采购商进邵
阳”“邵阳名优产品进东盟”系列活
动，大力争取市场采购、跨境电商、
外贸综合服务等新模式落地邵阳。
扎实推进保税改革试点，积极扩大
进口，着力打通东盟、东欧、非洲等
地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我市形成一
般贸易、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多元
模式融合发展格局和重点突出、层
次分明、渠道多元的国际市场布局，
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我市对外贸易逆势飘红
1至2月实现进出口总量33亿元，同比增长49.9%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尹锦明） 3月
18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皓到新邵
调研指导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和脱贫
攻坚等工作。

张皓首先来到邵阳市鸿宇发制品有
限公司，实地查看复工复产情况，在集中
隔离点县委党校了解境外和涉鄂回新邵
人员的防控工作情况。随后到寸石镇南岳
村、潭溪镇玄本村察看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层公共服务（一
门式）全覆盖等工作开展情况。

张皓指出，虽然新邵已是疫情低风险
地区，但目前形势依然复杂，要按外事应
对要求落实境外返回人员集中隔离措施，
抓紧扎实做好相关人员的摸排和台账建
立工作，做到思想不松、机制不变、队伍不

散、措施不减。
张皓强调，当前已到了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定要充分发挥主
心骨和排头兵作用，做到两手抓、齐推进、
双胜利；要进一步压紧压实组织部门抓党
建促脱贫攻坚15项任务，选派更多精干
力量下沉一线重点督战；要不断提升基层
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进一步提高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提前开
展村“两委”换届人选的准备工作，通过此
次疫情防控，将真正优秀的、有发展潜质
的甄别出来、培养起来；要坚决贯彻落实
好全面小康决胜年行动方案，抓好基层公
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工作，把这一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成。

坚持思想不松力量更强责任更实
张皓在新邵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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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艾文英） 3 月 17 日至 18 日，省司法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张维杰一行来我市调研督
导疫情防控、监所管理和队伍建设大整顿
以及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谭学军参与调研。

张维杰指出，邵阳是全省人口大市和
劳务输入输出大市，当前疫情防控要继续
保持依法严防严控，重点严防输入；监狱、
监所要按照地方统筹的方针，继续采取封
闭管理措施，切断病毒传播。

张维杰强调，法治政府建设是一盘难
下的棋，邵阳要高度重视，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迎难而上、勇于创新，充分发挥
法治效力，为各项工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要讲“诚信”，切忌新官不理旧
事；要讲“公平”，对待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
要政策一致、态度一致、处理问题方式一
致；要保障“维权”，司法体系要充分发挥各
项职能，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要狠抓

“执法监督”，充分利用公检法司各方面力
量，促进执法监督工作有效落实。

省司法厅领导调研我市法治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李慧玲 尹华增） 3 月 18 日，副市长
肖拥军在全市水利工作暨河长制工作视
频会议上要求，各级水利部门要再接再
厉、凝心聚力、扎实工作，全面推动我市水
利工作跃上新台阶。

2019 年，我市各级水利部门奋发作
为，攻坚克难，全市水利工作亮点纷呈：水
利工作、河长制工作均取得全省第二名的
好成绩；修复1865处水毁受损工程，有效
保障了春耕生产；新增农村人安饮水
22.29万人；实现了“不死一人不垮一坝一
库”的防汛目标。

肖拥军指出，各级水利部门要将当前

工作重心从抓疫情防控这“一条主线”转
变为抓防控、抓发展的“双拳出击”，积极
作为，不失时机，抓紧抓实水利项目复工
开工，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

肖拥军要求，各级水利部门要主动作
为，精准施策，继续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加
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进度，严格水资源管
理，有序推进小水电整理整改，加快“十四
五”水利相关规划编制；严格落实水旱灾
害防御责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修订完
善应急预案，强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河
（库）长履职尽责，深入推进“清四乱”工
作，切实推动基层河长制建设，全面落实
河长制交办问题整改。

全面推动水利工作上新台阶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毛超林 朱思颖） 3月13日，在全市检察
机关“狠抓监督质效年调度会”上，市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戴华峰强调，要
采取六个“进一步”，全力推动我市检察机
关监督质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今年3月5日召开的全市检察长会议
提出，要把今年作为“狠抓监督质效年”。
本次调度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详细分析
了 2019 年全市检务工作短板，明确了
2020年狠抓监督质效的重点。

戴华峰指出，我市监督质效部分工作相

对薄弱，一方面表现为司法理念上的滞后，主
要表现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配
合轻监督；另一方面是工作部署和工作落实
上的滞后，主要表现在重刑检轻民行、重应付
轻精细、重自身轻指导、重部署轻落实。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
多。”戴华峰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进一步
明确工作目标，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进
一步强化工作责任，进一步优化工作作
风，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保
障措施，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推动
我市检察监督质效工作步入全省先进。

全力推动检察监督质效创优争先

3月19日，新邵县种粮大户石清明组织村民在陈家坊镇马埠田村进行早稻育秧。今年石清明在陈家坊镇

马埠田村和潭府乡大树村流转土地700亩，进行双季稻种植。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石颂军 摄影报道

3月13日中午，我们医疗队的
张朋飞医师微信上收到一个用抖音
制作的歌曲配舞蹈视频。打开后，看
到那一对健康阳光的双胞胎男孩憨
态可掬的表演，不由欣慰地笑了。

双胞胎男孩中的弟弟叫何翊
轩，是我们医疗队进驻大别山区域
医疗中心后由张朋飞医师收治管
床的一位新冠肺炎患儿。他是2月
12 日住入我们病区的，爸爸是警
察，忙于一线抗疫工作，无暇照顾
家人和孩子，只好让他跟爷爷奶奶
住，方便照顾。爷爷奶奶相继感染
了新冠肺炎，爷爷最早住院，在我
们六楼的东病区，奶奶和他接着被

确诊后住进我们西病区。
住院期间的小翊轩非常懂事，

很配合医护人员，不论是看病查房
还是做检查吃药，都不哭不闹，还
总是说：“我是男子汉，我不怕。”每
次看到小翊轩懂事的模样，张医师
都特别喜欢和心疼这个孩子。张医
师也会忙里偷闲跟小翊轩一块玩
玩他喜欢的游戏，跟他聊聊天，隔
离病房里，常常能听到他俩的欢笑
声。哪怕是自己轮休时，张医师也
会向值班医师了解孩子的病情。

小翊轩的新冠肺炎属于轻症，
针对他的具体临床表现，张医师给
他采取的是西医的抗病毒结合中

医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很快，小翊
轩的症状就完全消失了，不咳嗽，
无发热，经过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
性后，小翊轩出院了！走出病房前，
他悄悄塞给张医师一张纸，原来是
他得知自己可以出院后当晚在病
房里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感谢信！

其实，像这样的动人故事每天
都在我们隔离病区里上演着，我们
的心愿墙旁贴起来的感谢信已经
数不胜数。每封感谢信后都有我们
医患情深、大美大爱的故事，就像
今天刚出院的病友说的：“洞庭湖
水深千尺，不及湘鄂鱼水情！”

（作者系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

收到阳光男孩小翊轩的抖音作品
何烈人 （袁进田 整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3月18日上午，春暖花开，在市区邵
水西路茅坪段道路及沿河风光带
项目沿线，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
气，有序地栽植银杏树。

邵水西路茅坪段道路及沿河风
光带项目已于2018年底完工，此次
根据市住建局和市创森办相关要
求，对该项目的局部绿化进行完善。
本次设计范围始于佘湖桥下，止于
新城大道。根据变更设计，项目部将
对设计范围内未达到创森要求的行
道树香樟进行替换和补种；将已种
植和原设计需种植的树种进行优
化；将邵水西路体育新城段体育新
城一侧人行道乔木种植改为精品八
月桂；引入红山茶球、紫薇等乔木对
沿线绿化带进行改
造升级。目前项目
部正在组织工人抓
紧栽植银杏树，预
计3月底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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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胡忠国）
3 月 11 日晚，邵阳交警开展
打击飙车集中整治行动，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

当天 21 时至次日 1 时，
大祥、双清、北塔交警大队出
动警力 110 余名，在大雨中
展开夜查行动。参战警力部
署在市区雪峰路、西湖路、魏
源路、宝庆路、东风路等城区
12条主干道60多个路口，以
点位查控和机动巡逻等方
式，对涉嫌飙车、闯禁的摩托
车、小客车实施查控，依法给
予打击。

21时40分许，伍某搭载

同伴驾驶改装的“鬼火”摩托
车沿敏州路自东往西行驶，
在大祥区敏州路和西湖路交
会的人民银行路口，被巡逻
民警查获。经查，伍某驾驶
的摩托车排气管进行了改
装，行驶时发出巨大的轰鸣
声。大祥民警依法对该车实
施暂扣，并给予相应处罚。
经过四个多小时周密行动，
大祥、双清、北塔3个大队共
查获各类摩托车23辆，其中

“鬼火”摩托车12辆，摩托车
驾驶员均受到相应处罚。

交警集中整治

市区飙车违法行为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胡权） 3 月
1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迎春到隆
回县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金石桥镇
黄金井村调研指导旅游开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建设、疫情防控等工作。

周迎春先后到旺溪瀑布、游客接待中
心、崇木凼民族节目表演场地、瑶王古寨
项目建设工地、崇山和白水等新扩建旅游
公路、草原石窟酒店选址、草原云海梯田、
非物质文化遗产呜哇山歌传习所等雪峰
山大花瑶核心景区考察调研，并向相关负
责人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

周迎春指出，要高度重视，形成合力，加
快推进景区建设。结合资源禀赋突出景区特
色，避免同质化，把雪峰山大花瑶景区打造

成高山台地上的一颗旅游明珠。要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确保高质量完成景区建设任
务。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倒排工期，列出任务
清单，成立专门工作班子，实施挂牌作战，确
保今年成功创建4A景区，努力争取并成功
承办今年全省夏季乡村旅游节。要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打造一批精
品旅游景点，科学合理安排旅游线路，策划
推出一台花瑶实景演出节目，开发系列花瑶
特色美食，建设花瑶文化特色主题酒店、民
宿，开发系列花瑶特色文创产品。

当天，周迎春还来到金石桥镇黄金井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地调研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试点工作，并就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提出要求。

结合资源禀赋 打造特色景区
周迎春到隆回县调研虎形山花瑶景区建设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