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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尹华增 谢永强） 9月
10 日，水利部监督司副司长祝
瑞祥一行来到邵阳，对水利工程
质量监督履职情况进行巡查。省
水利厅副厅长罗毅君参加。

巡查组一行首先来到邵阳
市水利局监管项目——邵东市
流光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现场，
详细检查各参建单位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及制度的建立和运行
情况。随后，来到武冈市水利局
监督项目——武冈市安全饮水
全覆盖暨巩固提升工程现场，认
真查阅工程设计、建设管理、质
量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资料。
检查后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进
行座谈，听取情况汇报，反馈巡

查问题。
巡查组肯定我市水利工程

质量监督工作。祝瑞祥说，邵阳市
水利局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4
年评为全省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
核A类单位，在质量监督能力建
设、水利建设市场监管等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祝瑞祥要求，要进一
步完善质量监督考核机制，提升
质量监督效能，以高标准、严要求
推进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要
高度重视巡查反馈的有关问题和
意见，迅速组织、及时督导相关参
建单位切实履行质量和安全主体
责任，逐一限期落实整改，举一反
三，认真贯彻执行质量监控与质
量管理制度，确保水利工程建设
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证。

巡查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履职情况
水利部巡查组来邵

我市有各类持证残疾人 22.5672 万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67949人，
是全省贫困残疾人口最多的市州。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重要论述为统
揽，我市始终以最高政治站位、最严最实
举措，坚决打赢残疾人脱贫攻坚战。目前，
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已脱贫60024人，预
脱贫7925人。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得到
了省残联的高度肯定，市残联先后2次在
全省残疾人脱贫攻坚推进会上做经验交
流发言，《中国残疾人》杂志先后两次推荐
邵阳市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经验。

高位推动，多方发力。市委市政府对
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高度重视，多次部署
研究，积极推进。在政策保障方面，我市先
后印发《邵阳市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实施
纲要》《关于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实施意
见》《决战残疾人脱贫攻坚 巩固残疾人

脱贫成果政策措施十六条》《关于建立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救助帮扶长效机制
的通知》等16个专门文件，提出了60多项
具体帮扶措施，其中十六条措施明确了两
个100%、两个全覆盖。同时加强部门联
动，形成合力。自2020年5月起，市残联会
同市卫健委、市扶贫办开展疑似残疾人评
残办证专项集中行动，确保应办尽办，办
证率100%。市政法委将残疾人基层组织
建设列入《邵阳市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工作实施方案》。残
疾人福利制度和服务体系列入市发改委
制定的《关于落实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若干措施的实施办
法》。市残联会同市民政局起草《全市贫困
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实施方案》，统筹做
好贫困残疾人集中照护工作。

保障就业，落实政策。为加快残疾人
小康步伐，我市坚持政策扶持和保障措

施相协调，保障贫困残疾人就业。今年
来，共为7家就业扶贫基地和18名贫困
残疾人落实创业小额贷款贴息66.68万
元；将2060名残疾人纳入2020年“农村
残疾人阳光增收计划”，解决资金412万
元；将289名残疾人纳入2020年“残疾人
创业扶持项目计划”，解决创业扶持资金
280.2 万元；为 8 家市级扶贫就业基地、
12家县级基地解决扶持资金108万元；
对受疫情影响的省、市、县级残疾人就业
扶贫基地分别按照4万元、3万元、2万元
标准给予补偿。邵阳口味王、连泰鞋业、
鸿远金属加工、都来鸿商贸等13家企业
克服疫情影响，共集中安置残疾职工
603人返岗就业。 (下转3版)

一 个 也 不 能 少
——邵阳市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回顾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龙桥） 9 月 14 日，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组书记、
主任魏旋君率队来邵调研“邵阳
红”入沪、黄花菜产业发展工作，
听取我市有关部门、企业就如何
更进一步推进包括“邵阳红”在
内的“湘品入沪”的建议意见。省
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组成员、副
主任姚晓翔，副市长晏丽君参加
调研座谈。

魏旋君指出，“湘品入沪”是
沪湘两地政府为了加强经贸合
作、促进产业共融而共同实施的
重点合作交流项目，也是我省推
进“创新引领、开发崛起”战略的
重要内容，对促进湖南现代农业

加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魏旋君表示，省政府驻上海

办事处将全力支持包括“邵阳
红”产品在内的湖南产品开拓上
海市场，并打开全新局面。同时
也希望有关部门要精心指导、支
持企业，积极对接科研、展销、商
会等平台的对接，走出“湘品入
沪”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邵
阳红”企业要不断提升企业形
象，打造品牌，提升产品品质、品
位，提高市场竞争力，在“湘品入
沪”中勇当先行者；邵东黄花菜
行业要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对接，
加强研发力度，开发出黄花菜的
最大发展潜能，将小黄花做成大
产业。

在“湘品入沪”中勇当先行者
魏旋君来邵调研“邵阳红”入沪、黄花菜

产业发展工作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立军）
9 月14 日上午，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李万千
以“做一名新时期的合格共产党
员”为题，给市委办公室系统全
体党员干部上党课。

李万千结合市委办公室系
统工作实际，从增强党员意识和
身份认同、肩负共产党员的神圣
使命、当好新时期的合格党员三
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推动市委办
公室系统党员干部更好地悟初
心、明使命、勇担当。

党课中，李万千指出，市委
办公室系统的同志肩负着“统筹
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职责和
使命，是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全
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做一名勇于担当

的合格共产党员。
李万千强调，要从党的历

史发展脉络、党的性质宗旨、党
的初心使命中找准共产党员的
身份定位，切实增强共产党员
的精神归属和身份认同。要认
真践行党章要求，紧密联系思
想和工作实际，忠诚务实履行
自身的岗位职能，切实肩负共
产党员的神圣使命。要讲政治、
讲大局、讲担当、讲奉献、讲廉
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坚持党
员标准，始终保持干事创业激
情和开拓创新精神，更加务实
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开
创工作新局面。

争做新时期的合格共产党员
李万千给市委办公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上党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唐波） 9月14日下午，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彭华松率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经开区
调研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并就解
决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进行调度。

彭华松一行先后来到三一
智能生态汽车城、邵阳智能终端
产业园（原韦全智能终端产业
园）等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和项目施工
遇到的困难，就下一步工作进行
部署安排。

三一智能生态汽车城项目
占地1920亩，厂房及配套设施建
筑面积53万平方米，地面停车场
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项目竣

工后，将达到年产8万辆整车生
产能力，产值可实现300亿元。邵
阳智能终端产业园（原韦全智能
终端产业园）项目由18栋独立单
体建筑物组成，建筑面积23.3万
平方米。目前，该项目所有厂房
内外土建装修均已完成，部分完
成内部装修和外墙装修。

彭华松强调，重点产业项目
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抢抓当
前施工有利时机，不等不靠、主动
作为，抓好项目统筹协调，急企业
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帮助解决
项目建设存在的具体问题。要责
任到人，项目调度到人，进度监督
到人，用创新理念，实干精神推动
项目建设工作，确保重点产业项
目建设高效优质推进。

抓好项目统筹 高效优质推进
彭华松到经开区调度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9月
11 日下午，在邵阳市和谐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配合下，国泰君安证券邵阳
营业部的全体员工到市社会福利院开
展“大手拉小手，关爱孤残儿童”志愿
服务活动。

9月5日是国际慈善日，为了给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的社会奉献爱心，国泰
君安证券邵阳营业部的 10 名员工捐献

出1万元善款。他们将市社会福利院的
孤残儿童作为关爱对象，为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避免浪费，事先特意向院方了解
孩子们的需求，精准购买了紫外线消毒
机、安心裤、学生奶粉、婴儿米粉等物资。

福利院的孤残儿童是社会重点关爱
对象，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下，
生活安定、活泼快乐。当天，志愿者和孤
残儿童温暖互动，陪伴孩子们搭积木、做

游戏、拍球、跳舞等。习惯了“红马甲”的
到来，孩子们一点也不怯生，一个个露出
兴奋的表情，有的激动地拍手，有的将球
递到志愿者手中，有的甜甜地喊“叔叔”

“阿姨”。
国泰君安证券邵阳营业部的负责人

表示，公司一直有承担社会责任，开展公
益慈善事业的传统，今后他们还将继续
组织开展爱心活动，展现正能量。

大手拉小手 关爱孤残儿童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凌忠义 姜慰民 李丹枝） 9 月11 日
上午，市罡大公证处驻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辅助中心正式投入运行。据悉，这是
我市法院系统首家司法辅助中心，标志
着我市法院开展诉前调解有了更规范化
的绿色通道。

开展公证参与法院司法辅助事务，
是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

要内容，是公证服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有益探索，也是公证
助力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理
创新的重要举措，既能减缓法院案多人
少压力，保障法官专注审判主业，提高审
判质效，又能发挥公证机构司法助手功
能，在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方面建功立业。

“我们尝试推出的法院系统首家司

法辅助中心目前主要以公证调解为中
心，今后将逐步构筑涵盖法律文书送达、
案件调解、调查取证、参与财产保全、参
与执行以及全流程公证法律服务六大业
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实现公证对司法辅
助事务的全面承接。”邵阳市罡大公证处
主任雷继志介绍。

“充分发挥此类司法辅助机构的作
用，除了法院和公证部门可以获得双
赢，更重要的是可以减轻百姓诉累，进
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司法改革的获得
感。”省人大代表、邵长律师事务所主任
吴爱民表示。

我市法院首家司法辅助中心运行

9 月 14 日，
新 邵 县 开 展 以

“网络安全为人
民 网 络 安 全
靠人民”为主题
的 网 络 安 全 宣
传周活动，通过
悬挂横幅、摆放
展 板 、发 放 资
料、网络安全主
题 书 法 作 品 及
群 众 签 名 等 多
种方式，增强全
民 网 络 安 全 意
识。图为民警在
发 放 相 关 安 全
知识宣传资料。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何 雯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刘文豪） 为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更好地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长征精神，9 月 11 日上午，市
直机关工委集中组织市直机关 19 个基
层党组织的 246 名党员开展“光影铸

魂”电影主题党课活动，并集体重温入
党誓词。

此次电影党课活动中，大家一起观
看了影片《半条棉被》。该电影以红军长
征时期3名女红军战士与汝城县沙洲村
村民徐解秀之间的故事为主线，生动讲

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段军民风雨同舟的
真实历史和革命情怀。

观 影 后 ，党 员 们 普 遍 认 为 电 影
党课形式新颖、寓教于乐，受益匪浅、
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的先 锋 模 范 和 表 率 作 用 ，为 实
现中国梦、推动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光影铸魂”电影
主题党课活动，是着力创新党员教育方
式、提升党员教育质量的新尝试。

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开展“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党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