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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9 月
11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迎春到市区部分中小学校和高校调
研宣传思想工作开展情况。高校领
导邓党雄、李小平、谢景峰、陆步诗
等参加座谈。

周迎春先后到资江学校、市十
中、邵阳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详细了
解各校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
明校园创建等情况。邵阳学院、邵阳
职院、湘中幼专、市十中、资江学校负
责人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宣传思想工
作开展情况，师生代表作交流发言。

周迎春指出，学校是做好宣传
思想工作的前沿阵地，要科学分析
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学校宣传思想

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认识加
强和改进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
意义、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坚持问
题导向，积极担当作为，不断提升学
校宣传思想工作水平。

周迎春强调，要明确工作重点，
牢牢把握当前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的
重点任务，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抓紧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
动，提升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
性。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加强党对
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确保意识
形态工作贯穿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各
项工作，发挥校园文化建设重要作
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扎实做好新
形势下的学校宣传思想工作。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
周迎春到部分中小学校和高校调研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必须要牢固树立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坚定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试点以来，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坚
持生态保护优先，着眼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坚持严格保
护，精心呵护“山水林田湖
草”这一生命共同体。

根据试点区集体林比例
较高的实际，南山国家公园大
力推进集体林“三权分置”改
革，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按照自愿原则，将自留山、责
任山和集体山林等集体林地
经营权统一流转为生态公益
林，确保集体林权流转后农民

利益不受损、资源有增加、生
态受保护。目前，已完成集体
林经营权流转22.8万亩，每年
为林农新增生态效益补偿
765万余元。同时，该局实施
产业退出、生态修复项目建
设、生态移民搬迁、封禁管理
等举措，推动生态保护向更深
处拓展。该局还与城步苗族
自治县联合执法，加大对园内
草原、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
物的保护与监管。

试点以来，湖南南山国家
公园区域内新增林地1.1万余
亩、草地0.5万余亩，自然植被
覆盖率由原来的 91%提高至
92.3%。新发现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林麝等珍稀动植物。据
最近监测，留居公园内的候鸟
种类从试点之初的97种增加
到123种。

南山国家南山国家公园精心呵护公园精心呵护
““山水林田湖草山水林田湖草””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文 谢 冰/图

◀【水】为保护水源

和恢复生态环境，南
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将
试点区内玉女溪、奇
山寨和十万古田3个
旅游项目全部退出。
图为飞流直下的玉女
溪瀑布。（南山国家公
园管理局 供图）

▼▼【【山山】】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与试点区内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与试点区内77个乡个乡

镇镇3737个村签订保护协议个村签订保护协议，，协议保护集体土地协议保护集体土地4045240452公公
顷顷。。图为满目翠绿的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图为满目翠绿的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林林】】近年来近年来，，城步将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城步将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工作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点工作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选聘选聘17501750名贫困人口为名贫困人口为
生态护林员生态护林员。。图为图为99月月77日日，，护林员正在南山国家公园护林员正在南山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内巡山体制试点区内巡山。。

【【草草】】试点以来试点以来，，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大力实施草山修复项目大力实施草山修复项目，，总修复面积达总修复面积达
138138..8585公顷公顷。。图为昔日的砂石厂图为昔日的砂石厂，，如今已遍如今已遍
地鲜花绿草地鲜花绿草。。

◀◀【【湖湖】】试点工作开展试点工作开展

以来以来，，南山国家公园管南山国家公园管
理局先后在白云湖清理局先后在白云湖清
除运营船只除运营船只279279艘艘，，撤撤
除网箱养鱼除网箱养鱼 597597 个个 22..55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关停沿岸餐关停沿岸餐
饮店饮店 1616 家家。。图为蓝天图为蓝天
白云下静谧的白云湖白云下静谧的白云湖
分外动人分外动人。。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
员 邹建山）9 月 11 日，民盟邵阳市
委会举办纪念马少侨先生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盟邵阳市委会主委赵为济出席。

马少侨 1920 年生于隆回县，是
民盟邵阳市委员会第二任主委、省文
史馆馆员、市诗词协会第一任会长、
市楹联学会主要创始人之一、市二中
教师。1957 年，马少侨加入民盟后，
担任民盟二中支部主委。他积极参加
盟务工作，推动民盟组织开展社会办
学，筹办了8 所学校，开创了民盟支
部创办学校先河。1981年，他当选民
盟邵阳市委会主委后，注重组织发展
和人才培养，基层组织由4个增加到
29个、盟员由41人增加253人。他担

任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期间，开
创性地提出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
建议，被称誉为“邵阳市的费孝通”。

赵为济指出，马少侨先生的一
生，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前
进、不断奋斗的一生。他青年时代追
索光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参
加安化县的策反斗争，接受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
了贡献。他毕生致力于立德树人、教
书育人，为后世留下了 2000 多首诗
词佳作和不少书画楹联作品。我们
纪念马少侨先生，要学习他紧跟中
国共产党走、此生不渝的坚定信念；
要学习他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科
学精神；要学习他洁身自守、宽厚待
人的高尚品格。

民盟纪念马少侨诞辰100周年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
讯员 潘帅成 邓琢玲）9 月11 日上
午，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谭学军在全
市公安机关 2020 年国庆安保维稳动
员会上指出，全市公安机关要以最高
标准、最实举措、最佳状态，决战决胜
国庆、中秋安保维稳工作，确保830万
邵阳人民欢度佳节。

谭学军强调，全市公安系统要深
刻认清形势，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

国庆安保维稳重大责任，坚持“三严方
针”，主动亮剑出击，筑牢全市政治安
全和社会稳定根基：要“严打开路”，有
力震慑违法犯罪，扎实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重
拳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要“严防铺
路”，矢力构建最严防线，加强研判会
商、联合作战、协同处置，抓实治安防
控体系运行，抓实交通隐患整治，抓实
重大敏感案事件应对处置；要“严管强

路”，全面澄清风险底数，奋力化解隐
患风险，严控重点场所物品，严治突出
风险隐患。

又讯 9 月 8 日晚，全市公安机
关11000余名民警辅警开展迎接“两
节”首次安保维稳集中清查行动，
谭学军深入一线督战。当晚，全市
公安机关共清查中小旅馆、网吧、
酒吧、娱乐场所 1738 家，查处行业
场所 173 家，盘查车辆 7101 台，查
处违法车辆111台，查处酒驾、毒驾
76 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1 人，
刑事拘留 8 人，治安拘留 28 人，强
制戒毒5人，收缴管制刀具5把。

决战决胜“两节”稳定祥和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超 通讯
员 温世苗）9月9日上午，邵阳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大学生应征入伍欢送会，欢
送该校的65名优秀学生参军入伍。

邵阳职院一直高度重视对学生的
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充分利用学
院官网、微信公众号、“易班网”、宣传橱
窗等宣传国防知识，积极按照有关要求

开展学生军事训练。他们每年还定期组
织开展“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每月
组织国防教育主题的升旗仪式，不断提
升学生们的国防意识。

在大学生征兵工作中，邵阳职院
成立了以院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大学生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了征兵工作
站，由学院武装部部长兼任站长，并安

排专人负责大学生征兵有关工作。为
进一步激发学生参军报国的热情，该
学院为应征大学生提供参军手续办
理、学历学位证书发放、学费补偿代偿
等“一条龙”“一站式”服务，对于退役复
学的学生也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今
年还专门设立了入伍学生奖励金。多措
并举之下，学院已连续5年超额完成年
度征兵工作任务，先后获得“湖南省全
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和“全省高校征
兵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邵阳职院65名大学生应征入伍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
员 李享意 朱思颖）9月8日上午，市
人民检察院召开首次刑事申诉案件公
开答复会，给一桩因39袋鸭毛而引发
的长达30年的刑事申诉画上了句号。

案件发生在1990年。因多次向叶
某（申诉人叶某某之弟）追收欠款未
果，在得知叶某某收购了 52 袋鸭毛
后，曾某某等人前往叶某某所住旅社
找其追收欠款并发生争执。争执中，
曾某某等人对与叶某某同行的戴某
某实施了殴打。在相关机构调解未果
后，曾某某于 1990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把叶某某存放鸭毛的货房强行打开，
要求在场的叶某某清点鸭毛数量并
运走了39袋鸭毛，共计752.5公斤，价
值7197.5元。事后，曾某某曾先后到多
个相关部门协调处理，并向叶某某两
人发出信函，希望妥善解决纠纷，直
至数月后鸭毛开始变质，才将鸭毛变
卖。据此，洞口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
曾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就曾某某是否涉嫌抢劫一案，叶
某某先后向县、市、省检察院提出申
诉，但县、市、省检察院均维持原不批
准逮捕决定。叶某某仍不服，又向最高

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检察
院复查后，认为洞口县人民检察院对
曾某某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并无不
当，决定维持原决定。但叶某某仍就该
案继续信访，至今已持续整整30年。

当日，市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
覃娟平向叶某某进行了详细的释法
说理，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负责
人许雁军对叶某某无法放下心中执
念导致得不偿失的漫长上访从法、
理、情角度发表了看法，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黄雁峰对叶某某进行了
最终答复。此外，叶某某所在的街道
办负责人也对其生活诉求作出答复。

答复会结束后，洞口县人民检察
院将《控告申诉案件终结告知书》当
场送达给申诉人叶某某。

市检察院公开答复了却一桩30年申诉

◀【田】南山国家公

园管理局建立野生动
物肇事损害赔偿机
制，目前共向16户农
户支付野猪等野生动
物 致 害 赔 款 2000
元。图为城步苗族自
治县白毛坪镇坳岭村
迎来丰收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