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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肖能 陈柏林） 7月29日，城步苗族
自治县农机、交警、运管、公路等部门
的30余名执法人员来到该县西岩镇、
金紫乡，集中整治各类农机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

自去年11月以来，该县通过采取
“三强化”举措，即强化领导、压实整治
责任，强化宣传、严把源头管理，强化
协作、凝聚整治合力，深入开展全县农
机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取得明显
成效。

该县成立了由县农业农村水利
局、县农机局等部门负责人为组长，分
管副职为副组长，相关股室负责人为
成员的农机顽瘴痼疾集中整治领导小
组，分解任务、压实责任，并制定了农
机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行动方案，
明确时间节点、责任单位、目标任务。
各职能部门深入各村居排除安全隐
患，建立整改台账，对达到报废标准的
变型拖拉机实行强制报废。该县农机、
交警、运管、公路等部门深入西岩、茅
坪等乡镇，开展农机顽瘴痼疾联合执法，重点整治拖
拉机涉牌涉证、逾期未年检、报废车改装车上路、逾
期未报废、人货混装等违法行为，严把变型拖拉机、
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及手扶式拖拉机年检关，
对年审工作实行“见人、见证、见车、见检测报告、见
保险单”，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整治各类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该县共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下达问
题整改清单47份，查处
拖拉机违法违规行为
368 次，整改问题拖拉
机（含报废车）219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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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夯实党的执
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也是推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根本性工作。加强党建工作与社会各项工作之
间的联系，切实发挥党的统领作用，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思
想基础与制度基础。本文以当前的工会工作为
主要研究对象，就如何在当前的党建工作发展
中推动工会工作发展、在工会工作发展中抓细
抓实党务建设提出一些见解与看法。

一、工会工作与党建工作之间的必然联系
1.思想的承接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

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干部、工人群体的思想政
治建设，是进一步推动工会工作发展的关键，
也是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因此，
在工会工作与党建工作中，坚持从思想的角
度出发进行两者之间的统一发展，是推动党
建工作、思政工作、工会工作全面发展的关
键，是在三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减轻
工作压力、提升工作效率的重点。

2.行动的指导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将对工会职
工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最根本的问题来
抓，不仅是党建工作的重点，也是工会工作的
重点。理论指导实践是工作的重点，而这一理
论，就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关键内容，它对
工会的发展与职工群众的社会行为、工作态

度等有较大的影响，是进一步规范工会工作
指导思想的关键。

3.模式的渗透性。党建工作主要是以基础
性的支部建设为支撑，以党员个体为单位进行
教育管理的主要模式。工会工作中，对职工群
众的管理一般情况下也是以单位为基础的，工
会管理与党支部建设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是
当前很多单位开展工会工作的重要方式。

二、新时期如何通过党建工作促进工会
工作的发展

1.以技术发展为支撑创新工作模式。在当
前的互联网时代，加强新技术、高科技对党建
工作、工会工作的引领，是进一步推动党建工
作发展的根本，也是进一步提升工会工作成效
的关键。在日常的党建工作与工会工作中，通
过多种模式创新党建工作开展方式，比如对党
员干部的教育，通过微信群、“学习强国”平台
等“两微一端”提升思想能力，还可以通过指定
网络课程、网络教育片等方式让党员干部、职
工群众在日常的生活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
素质，推动党建工作与工会工作全面发展。

2.以思想建设为指导提升工作能力。思
想是行动的先导。不管是日常的单位业务工
作，还是工会工作、思想建设工作，都要坚持
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指导。通过“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将思想提醒、政治警醒融入日
常，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既有思想提升的内在

要求，也有外部监督，切实将党建工作思想建
设作为进一步提升工会工作发展的关键。

3.以纪律建设为基础提高发展能力。工会
作为群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一步凝
聚群众力量、响应党的号召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坚持抓紧抓细抓实工会纪律建设，从职工
群众的言行、工作、思想与素质方面建立更加
科学完善的制度，用严格的党员标准要求广
大职工群众，可切实为提升工会工作的科学
性提供坚实的基础。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将党
建工作中对党员清正廉洁的要求沿用到工会
工作的职工要求中，实现党建工作与工会工
作对接，有助于推动工会工作的日常性发展。

4.以创新思想为根本提升实践能力。创
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前的工会工
作中，既要讲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按照党的
要求开展各项工人活动，也要从创新的角度
出发，转变活动模式，将党建工作与工会工作
融合发展，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升级。比如在思
想上的创新，坚持将“新工人”的理念引入到
工会工作中，每一个工人既是工会的主体，也
是工会的部分，既要为工会发展贡献自己的
才智，也要在自身发展存在问题时求助于工
会，切实提升工会工作的创新活力。

新时期的党建工作是整体工作的统领，
在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的同时，也要将工会
工作牢牢抓在手上，保证党建工作与工会工
作“两手抓，两手硬”，继续在新时代发挥工会
工作对职工群体的指导、指引、保护作用。

党建引领基层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新宁县环境卫生管理所 欧阳晴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罗建峰 周孝能 向小玲） 近日，武冈市
残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来到邓元
泰镇渡头桥村残疾儿童小彬（化名）家中，
对他接受康复治疗后的效果进行回访。

今年5岁的小彬因患自闭症障碍，在邵
阳市特殊儿童康复教育中心接受6个月的
康复救助治疗后回到家中，经过一系列的
康复治疗、训练，现在其生活自理、社会适
应和学习能力有了明显好转。

0 至 6 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
作，是 2020 年湖南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为了认真落实0至6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
性康复民生实事项目，武冈市组织32名有
康复需求的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贫困
残疾儿童到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
服务。

今年来，武冈市残联、财政、卫健等部
门在该市范围内开展排查走访活动，确保
残疾儿童“早发现、零遗漏、全覆盖”。同
时，武冈市组织志愿者深入残疾儿童家庭
宣传惠民政策，介绍民生工程项目管理相
关规定及项目申报工作的具体流程，了解
残疾儿童家庭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为了让残疾儿童“早治疗、早康复”，武
冈市采取“线上训练+线下训练”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康复救助，对康复类别中的作业
治疗、运动治疗、言语治疗、认知训练、教育
康复等内容采取全程指导，更好地改善康
复状况、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受到康
复救助的残疾儿童在运动康复、感知和认
知康复、言语康复等方面得到了专业的指
导及训练，有效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自理、社
会适应和学习能力，让残疾儿童家庭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抢救性康复让残疾儿童迈开“第一步”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杨坚 顾江）
7 月 30 日上午，新宁县文旅广体局对外发
布：从8月1日起，崀山景区向全国游客发
放1000万元旅游惠民消费券。

崀山风景名胜区总面积108平方公里，
包括天一巷、辣椒峰、八角寨、夫夷江、紫霞
峒、天生桥(暂不开放）六大景区。崀山以丹
山碧水的完美组合、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相
融而享有盛名。2010年8月2日，“中国丹
霞·崀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年
来，崀山风景名胜区严格遵循《世界遗产公

约》，秉承“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
永续利用”的原则，做好保护与利用文章，
先后崭获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景区带村”
旅游扶贫示范单位、中国驰名商标以及湖
南省首批“两型景区”等荣誉。

为了回馈广大游客，激发市场活力，促
进旅游消费，由新宁县文旅广体局牵头，新
宁县旅游行业协会发起，自8月1日起开展
2020年文化旅游惠民月暨崀山申遗成功十
周年活动，联合吃、住、游、购、娱等行业实

体商家，发放1000万元旅游惠民消费券。
据悉，此次活动总计发放消费券 5 万

份，每份消费券金额为200元，分别为一张
20 元和 6 张 30 元面值的消费券。具体优
惠包含:购崀山周边景区全价门票凭消费
券可以优惠20元；在加入合作商家的餐饮
企业消费，出示景区门票可以享受8.8折；
在加入合作商家的住宿企业消费，凭消费
券可享受减免 30 元/间房的优惠；在崀山
特产城消费，出示崀山景区门票可享受6.9
折优惠等。

崀山千万消费券给文旅市场“添把火”

基 层 视 野基 层 视 野

7 月 25 日傍晚，城步

苗族自治县蒋坊乡竹联

村，村民对宝业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摘的红茄进

行分级装箱，准备发往外

地市场。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等因素影响，南方各

地红茄市场行情复杂多

变。为保证农户收益，城步

各红茄专业合作社采取提

高品质、广设销售点、共享

信息等方式“抱团”发展，

实现了丰产增收。

通讯员 严钦龙 摄

（上接1版）

●“小电器大智能”：紧握“核心竞争力”

电饭煲、扫地机器人、吸尘器、空气炸锅、电烤
炉、电烤箱、西式咖啡机……

你能想像的智能家电，都能在拓浦精工找到样
本。管理者王远燕，每提及如数家珍。一年多来，仅
凭电饭煲，拓浦精工就成功打入日韩、欧美市场，甚
至赢得日本“夏普”公司特别青睐。“内循环”也突飞
猛进，小米、美的等国内知名品牌，纷纷向拓浦精工
伸来橄榄枝。

让王远燕告诉你，一个电饭煲如何撬动世界？
“关键是核心竞争力。研发团队、智造能力、先

进设备就是核心竞争力。”这也是邵阳经开区产业项
目建设的秘诀。

进入拓浦精工“厨电工业4.0”智能车间，“大件
物料天上走”“小件物料地上跑”，空中走廊、机器人
不知疲倦，30秒造一台电饭煲，颠覆想像。智能化
减少了60%至70%人工成本，省下的银子，化为设备
研发费，又进入下一轮智能循环。

拓浦精工，踩着“迎老乡回故乡”鼓点而来，手提
电饭煲，怀揣全世界。对冲疫情影响，它拒绝小打小
闹，只想逆风飞翔，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共同做大
做强。“高附加值产品”“自主品牌”“上市”是其三步走
计划，既然电饭煲都能开疆拓土，则一切皆有可能。

●“小口罩大抗疫”：发挥央企龙头作用

今年上半年，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邵阳纺机）3个月产值过10亿，一切源于“熔
喷布”。当时熔喷布紧缺，熔喷布生产设备也有价
无市。

“工人轮班倒，机器不停工，压力山大。”回忆那
“魔鬼式”生产，邵阳纺机副总经理刘顺同面对观潮
君，不免笑着感慨。

邵阳纺机生产无纺布设备近30年，是国内极少
数专业生产熔喷布设备的央企。年初他们临危受
命，从国资委下达任务，到最后一条熔喷布生产线发
运，仅用63天完成15条熔喷布设备制造任务，当天
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国家使命是央企天职，也是邵阳纺机的根与魂。
习近平总书记说：“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

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共渡难
关。要加强国际合作，保护好产业链供应链。”

邵阳纺机投身抗疫前沿，迄今国际订单排至年
底，印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正翘首以盼。除了抗
疫，邵阳纺机化纤机械、染整机械生产，广泛应用于
民用、商用、水利工程、高速公路护坡等领域。走出
疫情包围圈，邵阳纺机依然大有可为。而邵阳充分
发挥央企在国际合作中的关键作用，助力地方经济
做大做强。

作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全省“产
业项目建设十强园区”，邵阳经开区长袖善舞，紧握
电子信息、机械智能制造、新材料、新技术4个产业
集群，握指成拳，全力出击，虹吸世界的目光。

从2月27日发布的2020年湖南蓝皮书可看出，
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实施建链补链延链强链计
划，鼓励中小企业进入龙头企业供应网络，仍是今年
经济发展的重点。

解剖邵阳经开区的微观，可以看到湖南的宏
观发展。观潮君觉得，以创新和科技进步为潮流，
以立足湖南面向世界为视野，抓好小事成就全局，
万物互联，辩证施策，精诚务实，就是湖南日益成
熟的产业发展观，也是对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的最好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