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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谢文远 通
讯员 张梅生） 5 月21 日上午，我
市组织大祥区、双清区、北塔区、邵阳
经开区以及市直相关单位在市区城
南公园开展庆祝《信访条例》修订实
施15周年暨网上信访宣传月集中宣
传活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志
雄参加。

今年是《信访条例》修订实施15
周年。15 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深
入贯彻实施《信访条例》，坚持依法按
政策办事，不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
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健全
完善信访工作制度，深入推进信访制

度改革，着力打造阳光信访、法治信
访、责任信访，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
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
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群
众宣传《信访条例》《湖南省信访事项
复查复核办法》《湖南省依法分类处
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网上信访、以
案说法等信访政策，现场答疑解惑，
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用
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宣
传活动将持续1 个月，届时，各县市
区将进一步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提升广大群众法治信访观念。

庆祝《信访条例》修订实施15周年
李志雄参加集中宣传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曾小慧
通讯员 陈颖） 5 月20 日，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德胜就
2020年邵阳市社科普及主题活动周
暨全市第二届“邵阳红”文化节活动
进行调度。

“2020年邵阳市社科普及主题活
动周暨全市第二届‘邵阳红’文化节”
主场活动定于5月26日至27日在市
区城南公园广场举行。该活动以“打
造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助力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不仅有社

科知识宣传、产品展示、品鉴，文艺演
出、露天宣传电影放映、社科专家讲
座，还有结对帮扶签约以及“我是新时
代网红，我为‘邵阳红’优质农产品代
言”活动。

刘德胜要求，各相关单位要主动
作为，集中精力组织开展好此次活
动，加大对“邵阳红”优质农产品的宣
传，充分展现“邵阳红”优质农产品生
产企业的优势和形象，推动优质农产
品品牌与产业发展，为助力全市脱贫
攻坚贡献力量。

第二届“邵阳红”文化节下周举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
讯员 朱振晖） 5月20日至21日，
我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5月
20日晚，副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常
务副指挥长彭华松到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值班值守，连线绥宁等县指挥调度
防汛抗灾工作。

彭华松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警惕，切实加强领导，按照实战要求，
科学调度指挥，抓实抓细应对本轮强
降雨的防范措施；市县两级防指要密
切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掌握水情、雨
情，加强预测预报；要加大领导带班和
防汛值班力度，做到信息及时、准确传
送；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水库电
站尾砂库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城镇排
渍排涝等重点，切实保障防范措施到

位；要充分预估风险、谋划预案、落实
举措，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要明确
责任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压紧压实责
任链条。县级领导要按照“三个三”的
要求，靠前指挥，深入乡镇、村组现场
指导，确保安全度汛。

截至21日8时，全市共有282个
站 点 降 雨 ，其 中 降 雨 量 50mm 至
100mm站点46个，100mm至200mm
站点9个，大于200mm的站点1个（绥
宁县朝仪站 221.7mm），小时雨强达
42.1mm（20 日 14 时至 15 时）。在强
降雨过程中全市无人员伤亡，经济损
失正在统计中。

抓实各项措施应对本轮强降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煜 通
讯员 欧阳国江） 5 月20 日下午，
我市召开2020湖南-长三角经贸合
作洽谈周筹备工作调度会议。副市
长晏丽君出席。

为了加强我省与长三角经济圈
的深度融合，促进湖南经济高质量
发展，省政府拟在 6 月中旬采取线
上线下的方式，举办 2020 湖南—长
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市政府决定
组团参会。目前，市政府已成立组
委会，下发参会方案。各县市区高
度重视，主要领导先后多次带队外
出招商，全力争取在活动中多签约
大项目、好项目。

晏丽君要求，各县市区和园区

要群策群力抓招商，突出对接500强
企业和优势产业链项目，为推进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奠定坚实基
础。各参会单位要高度重视2020湖
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这一重
大活动，扎实做好筹备工作，确保活
动取得成效。全市各级商务部门要
充分认清当前形势，沉着冷静地面
对疫情影响；要准确把握工作重点，
积极精准地采取有效措施；要抓好
打基础补短板工作，努力提高工作
实效，力争取得最好的成绩。

调度长三角经贸洽谈周参会工作

5 月 12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 191
个村居570余名村干部签订《廉洁自
律承诺书》。在白毛坪镇歌舞村廉洁
宣传栏前，村民们围观张贴在公开栏
上的一份份干部《廉洁自律承诺书》，
纷纷点赞。这是城步苗族自治县深
入推进“廉洁单位”创建的一个缩影。

自“廉洁单位”创建活动启动以
来，该县结合实际，积极做好“特色”
文章，在全县掀起“创廉”热潮。目
前，城步共 288 个机关、乡镇、学校、
医院、村居申报创建“廉洁单位”。

整治作风，制度督廉。今年3月
份，城步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在全县评选出“十大作
风顽疾”和“十个作风建设重点整治单
位”，开展专项整治。县纪委监委向10
个作风建设重点整治单位发出《纪律
检查建议书》，分别到这些单位召开了
专项座谈会，听取各单位的干部作风
整改情况介绍、整改思路和计划。县
住建局结合该单位曾经发生的“D级
危房案”，深入剖析问题，从制度入手
开展作风整治，对学习、作风建设、工
作业务等制度进行全面梳理，编写了

《制度汇编》，进一步扎紧了制度笼子，
作风明显好转。该县还“以点及面”，
在全县主流媒体公布《关于加强干部
作风监督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布“有
关职能部门在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弄虚作假”等10条监督内容和

“电、网、信、访”四种举报方式，畅通举
报渠道，让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切实
优化政务环境，提高办事效率。

借力民俗，文化倡廉。“风水宝地
是汀坪，苗寨风景好迷人。廉荣贪耻
氛围浓，廉洁理念入人心……”汀坪乡
结合苗民爱唱山歌、爱喝油茶的习惯，
将“油茶寓廉”“山歌唱廉”打造成深入
推进创建“廉洁单位”的特色品牌。该
乡有举办油茶节的传统，每年春末夏
初农闲时，所有村寨都会派出一支油
茶队，来到乡政府院子参加油茶比
赛。今年，该乡将“创廉”与油茶节紧密
结合，制定了“山歌唱廉”环节，激发民俗
特色独有的廉洁活力。“清廉如茶饮不
倦，廉洁自守苦也甘。油茶其味正如
守廉清苦，做人做事却清白坦荡。”汀
坪乡纪委书记曾祥荣说，将“创廉”与
干部群众生活里的山歌、油茶结合在

一起，就是要将廉洁理念浸润进大家
日常生活里，筑牢廉洁思想防线。

接受评议，监督促廉。“老师课上得
好不好，廉洁从教怎么样，我们都可以
评价。”城步苗族自治县一中高一437
班学生家长肖某满意地说。自开展“廉
洁单位”创建活动以来，城步一中将“师
德师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
的工作来抓，积极组织教师认真学习

《廉政从教准则》《教师法》《教育法》等
法规制度，严格执行《城步一中教师行
为规范》《城步一中教师礼仪规范》《城
步一中教师文明从教行为规范》，并开
展“爱岗敬业、廉洁从教”师德师风承诺
活动，签订《廉洁从教承诺书》。为进一
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该校开展了学
生评教师、家长评教师的“评廉活动”。
通过公开接受评议，开展社会监督，如
实掌握教师廉洁从教情况，促使大家自
觉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励，努力提
高职业道德水平。

城步：“特色动作”擦亮“创廉”名片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钟建湘

公司位于隆回县七江镇，是一家
集水稻种植、加工、销售等农业项目
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司。现有水稻基
地 8000 亩，有“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种粮户”以订单回收合作模式运
营的水稻种植基地 3 万亩。公司秉
承从优选种、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的
理念，严格按绿色环保流程收割、储
存、加工、销售，让消费者吃的每一粒
大米都放心、安全。公司生产的米老

倌香米入选第一批“邵阳红”优质农
产品目录。米老倌香米选用优质稻
种，在含有丰富硒元素的土壤种植，
使用无污染的山泉水灌溉，生长出的
米粒均匀、色泽光
亮，米饭柔软、芳
香爽口。

企业联系人：
王解红
15007482316

“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品牌入选企业风采——

湖南泓天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服务员，这边请配上公筷！”5月15日中
午，双清区宝庆东路附近一家餐馆内，
市民刘静向餐馆工作人员示意，提醒工
作人员提供公筷。

刘静说，疫情发生以来，她家就实行
了“公勺公筷制”。“家里有6个人，夹菜都
是用公筷，虽然有些麻烦，但是家人都很
支持这一做法。”在家养成的良好进餐习
惯，刘静每当遇上没有提供公勺公筷的
餐馆，她都会主动要商家提供。

与刘静同桌的李女士说，以前自己
不习惯使用公筷，觉得很不方便，如今
在朋友的带动下，也开始用公筷。“我好
几次都差点用自己的筷子夹菜，好在身
边朋友及时提醒。现在大家的公共卫
生意识很强，这是好事。”

“本店提供公勺公筷，欢迎大家前
来用餐。”“文明用餐，从我做起。”当天，
记者走访宝庆东路沿线数家餐饮店发
现，多数餐饮店都利用门口的电子显示
屏，滚动播放有关文明用餐的倡议和知
识，向顾客普及“文明餐桌”理念。

“每桌我们都会搭配好几双公筷，供顾客使用。”
一位郑姓餐馆老板表示，该店复业后，对店内服务员
进行了相应培训，上菜时主动为顾客提供公筷，并且
询问顾客是否需
要分餐，积极推广
分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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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江石村，贫
困户给江南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移栽茄苗。今年
来，江南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江石村流转土地
150亩，通过推行“蔬菜+”的轮作模式，在显著增加
农业效益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60多名群众就业，
其中贫困户12户。 通讯员 严钦龙 摄

市区资江南路老旧小区改造是邵阳市重点工程项目，东起沿江桥市政府西、西至西湖桥东的临江建筑物，涉
及沿线20栋738户住房及门店的房屋综合改造，总投资941.6万元。经过大祥区住建局3个月的集中施工，已于5
月20日基本完工。图为改造后的资江南路沿线建筑物街景。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胡晓建 钟晖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