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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5月30日下午，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隆重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
主席龚文密、王昌义、刘德胜、唐渊、
刘永德、罗建南、阳晓华、周乐彬、禹
志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龚文密主持开幕大会。

出席大会的市级领导有：刘事
青、汤立斌、鞠晓阳、李万千、周迎春、

李志雄、曾市南、彭华松、王永红、张道
义、李华和、蒋志刚、肖拥军、晏丽君、
仇珂静、李放文、蒋科荣、郭妤、邓联
日、徐桂阳、郑再堂、伍备战、蒋伟、沈
志定、谭精益、毛学雄、秦立军、李斌。

市“法检”两院、市委党校、高等院
校领导曾鼎新、黄劲、彭希林、葛金文、李
小坚、李小平、段雪梅、谢景峰、陆步诗，
是市十六届人大代表的市人大常委会
老领导赵丽莎、谢爱明、胡民主、蒋耀华
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主要负

责人列席会议。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527人，因事

因病请假 27 人，实到 500 人，符合法
定人数。

下午5时整，龚文密宣布大会开
幕。全体人员起立，奏唱国歌。

会议表决通过了《邵阳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补选办
法（草案）》。

会议开幕前，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八次会议还召开了预备会
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政协邵阳
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于5月29日下午举行闭幕大会。中共邵
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在讲话
中强调，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迎难而上、共同奋斗，为建设现代化新邵阳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要再接再厉、接续奋进，以高水平履
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政协之能”更好服务

“邵阳之为”。
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领导有：

中共邵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
中共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政协邵阳市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大会执行主席鞠晓
阳、李放文、蒋科荣、李少华、郭妤、邓联日、徐桂
阳、郑再堂、伍备战、蒋伟、沈志定、谭精益、毛学
雄、周飞鹏。

应邀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
有：汤立斌、王昌义、李万千、周迎春、李志雄、曾
市南、王永红、张道义、刘德胜、唐渊、刘永德、罗
建南、阳晓华、周乐彬、李华和、蒋志刚、晏丽君、
仇珂静、李斌。

在主席台就座的市“法检”两院、市委党校、
高等院校领导有：曾鼎新、黄劲、彭希林、葛金
文、李小坚、谢景峰。

在主席台就座的市政协委员中已退休的老
领导有：周吉平、王若波、肖益林、伍邵华。

各县市区委书记、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应邀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由大会执行主席鞠晓阳主持。
龚文密指出，这次会议是在迎来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在“十四五”规划
开局起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的重要时间节
点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各位委员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
履职为民、奋发有为的时代风采，展现了人民政协团结联合、协商民主的生
机活力。

龚文密强调，要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政治方向上体现政协站位。
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政治基础；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人民政协的使
命担当；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履职。(下转7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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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从学习
入手、从教育发力，最终要
体现到实践中、落实到行
动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要求，把学习党史同总结
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
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
题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
皮”。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落脚到学史力行上
来，迅速兴起办实事、开新
局的热潮。

党的百年奋斗史，是
一部共产党人坚持务实为
民、不断开创新局的历史。

为民办实事，承载着我们党
“以百姓心为心”、“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事业
开新局，体现着我们党把握
历史主动、“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使命。办实事、开
新局是守初心、担使命的实
践指向，两者有机统一于党
的全部历史之中。学习党
史，就要强化宗旨意识、担
当精神，起而行之办实事，
攻坚克难开新局。

办实事，首先要聚焦
于“事”。这次党史学习教
育明确提出，着力贯彻新发
展理念办实事，着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办实事，着
力保障基层民生需求办实

事，着力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便民利民办实事，着力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办实事。这五个方
面的重点任务，划出了办实
事的重点领域，明确了办实
事的着力点。当前，要着力
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围绕这些重点
任务抓细化、抓执行，使之
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
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
才能更好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民 有 所 呼 、政 有 所
应。人民群众反映的“问
题清单”，就是党员干部办
实事的“履职清单”。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
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
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
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
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我为群众办实事”，首先
要把握好人民群众的关
切，弄清楚服务对象的需
求所在，既不能什么事情
都贴上办实事的标签，也
不能把那些年年都在做的
常规工作当成“实事”来
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
接群众需求，从“学位、床
位、车位、厕位”等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入手办好一
批暖心事，从行业民生问
题入手办好一批贴心事，
从现实生活问题入手解决
好一批群众身边的烦心
事，从提升政务服务质量
入手办好一批便民利民的
舒心事。 (下转4版)

起而行之办实事 攻坚克难开新局
浏阳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琢玲）
5 月 27 日上午，从省公安
厅举办的“利剑斩黑恶，
忠诚铸警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成果展上传来消
息：我市 5 名个人和 1 个

集体因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成绩突出受到国家级
或省级表彰。

我 市 受 表 彰 的 情 况
如下：

个人一等功，王学武，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陈鑫，市公安局刑
事侦查支队扫黑除恶大队
教导员。

全国公安机关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成绩突出集体，

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公安机关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成绩突出个人，
张武健，新邵县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大队长。

个 人 二 等 功 ，陈 参 ，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
工作大队教导员；李克，
新宁县公安局回龙寺派
出所副所长。

我市公安扫黑除恶骄子载誉归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 杰
通讯员 陈俊晔） 5 月 22 日至 24
日，第十八届中国科学家论坛和第
四届中国企业首席科学家论坛在北
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院
士、专家、教授、科技工作者、企业家
齐聚一堂，跨界对话，共谋科技兴
国、高质量发展大计。邵阳公路桥
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邵
阳路桥）受邀参加活动，并荣获第十
八届中国科学家论坛“科技创新发
明优秀成果奖”，该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赵应华荣获“科技创新优秀企
业家”称号。

邵阳路桥能在此次论坛上获得
表彰，凭借的是该公司强大的科研技
术力量和长期以来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特别是
在 2020 年，邵阳路桥通过了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邵阳路桥技术中心
通过了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他们
沿着绿色施工、BIM技术、建筑工业
化等方向不断努力，把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充分发挥了科技创新在企

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邵阳路桥坚持“人才

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理念，高度重
视人才培育和技术研究创新工作，
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健全
科研机构，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确
立了以专利工法研发为突破口的
科技创新思路。

2018 年至 2020 年，该公司科研
经费投入达到 4800 万元，成功建成
省级企业研发技术中心，建立起技
术发展和创新支撑平台。坚持“对
外引进”和“对内培养”相结合，着
力建设一支由管理、专业、技能三
大类型组成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现
有工程技术人员 796 人，其中一级
建造师 79 人，各类设计人员 50 余
人，拥有高级职称人员 135 人，人才
已成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坚
力量。 (下转7版②)

第十八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传佳讯

邵阳路桥获“科技创新发明优秀成果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唐
明业 通讯员 彭骥超 刘峰） 5月
30日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大祥区宝庆御园
北区开展学党史、办实事“交房即交
证、送证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为
该小区 600 余名业主送去不动产权
证书。

今年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始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试金石”，把解决人民群
众“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作为“关
键点”，探索强化部门协同，深化信息
共享集成，改造优化业务流程，综合
运用“互联网＋不动产”等技术手段，
缩短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从竣工验
收到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移登
记的全过程时限。宝庆御园北区购
房业主5月21日委托东建公司向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住房不动

产登记权证，短短几天就完成了全部
业主办证。截至目前，我市乾道大
院、大汉·爱莲佳苑、紫薇上城凤凰台
15#、宝庆御园北区四个项目的楼盘
先后实现“交房即交证”。

活动现场，拿到不动产权证书的
宝庆御园北区业主谢建武笑逐颜
开。他说：“之前买了套房子，几年时
间才拿到证，现在交房当天就拿到了
证，心里非常高兴，感谢党和政府为
我们群众办实事。”“交房即交证彻底
解决了购房群众的‘心病’，打通了不
动产登记‘最后一公里’，送证进社区
拉近了我们与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证进社区”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次会议隆重开幕

龚文密主持 刘事青汤立斌鞠晓阳王昌义出席

▲5月30日下午，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市文化艺术中心隆重开幕。 申兴刚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