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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蒋文忠 实习生 杨茹钰）
7月6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
兼办公室主任周迎春主持召开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八
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近期中央、省委、市委有关
会议精神，总结前阶段工作，安排部
署下阶段工作。

周迎春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列入
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
点学习计划，纳入党校培训的必修课
程，作为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内容，县处级领导班子要办好专题

读书班，各基层党组织要重点围绕
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开好专题
组织生活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前期
出台的“五个一批”文件要求，对全市
红色资源再摸底，对保护、管理、运用
红色资源再研究、再部署，赓续红色
血脉。要继续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和“学史知岗爱岗”活动，
切实加强巡回指导，对标对表中央、
省委要求精心组织“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的专题宣讲，扎实做好“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的新闻宣传工作。

周迎春强调，要继续加强精准指
导、调度协调、清单管理、总结提炼、
媒体上稿等工作，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走心，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好
各项工作任务。

抓好“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八次

会议召开 周迎春主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周鹿鸣） 7月7日上午，市政
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开展集
中学习研讨活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李放文主持并讲话。郭妤、郑再堂、伍备
战、蒋伟、沈志定、毛学雄、周飞鹏参加。

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结合
各自的学习体会进行了研讨交流。在
集中学习研讨活动之前，与会人员到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参观学习并
重温入党誓词。

李放文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
以学为先，掀起一波“读书班”的热
潮，做到党组成员带头学、政协机关
集体学、政协委员广泛学；要厚植伟
大建党精神，凝聚起“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的思想共识；要加强学
用结合，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政
协履职效能，更好体现人民政协为
人民。

坚持以学为先 加强学用结合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集中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周妮娜） 7月7日下午，市
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1年第
7次集中（扩大）学习会议召开，专题
研讨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七一勋章”颁授
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重

大历史意义和时代内涵”等研讨要
点，结合工作实际，积极踊跃发言，交
流学习感悟和体会。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 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一 项 重 大
政治任务来抓，深入领会重大意
义，把握丰富内涵，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上
来，在实际工作中展现新作为、作
出新贡献。

领会重大意义 把握丰富内涵
市委政法委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蒋鹏飞）
今年来，市委组织部根据换届工作总
体安排，抓实抓细换届后乡镇干部教
育培训，紧紧抓住提质增效这个根
本，从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方
式、培训资源、训后服务五个方面着
力，全力提升干部履职能力、政治能
力建设。目前，市县两级共举办各类
培训班62期、培训乡镇（街道）干部
5128人次，其中领导班子成员2746
人次，实现了领导班子成员轮训全覆
盖，为推动基层发展、推进基层治理、
激发基层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培训对象应训尽训。针对今年
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和基层干部队伍
建设实际需要，及时开展了领导班
子全员轮训，目前乡镇（街道）干部
培训率 67.8%、班 子 成员培训率
100%。3月中下旬，市委连续举办4
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示
范培训，有 2 期分别为乡镇党委书
记培训班和乡镇长培训班，全覆盖
培训全市乡镇（街道）党政正职404
名；各县市区在 5 月底前全面完成
了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全员轮
训，培训 1923 人。全市共举办乡镇
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班 32 期、培训
2580人次。督促引导乡镇干部拓宽
培训渠道，组织乡镇（街道）干部
1980人参加“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推动大力实施‘三高
四新’战略”网络专题培训，参学率、

结业率均为100%。
培训内容紧扣实际。在把党的

基本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作为必修
课的同时，根据乡镇干部岗位职责
和履职必备技能，分岗位开展专业
化知识技能培训。市委党校举办优
秀年轻妇女干部培训班 1 期、培训
41人，其中2名学员在换届中被提
拔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全市举办乡
镇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
业务培训和基层社会治理等专业培
训15期。针对问题教、带着问题学，
根据培训对象特点和履职需要，精
心设置培训内容。各县市区普遍围
绕如何化解矛盾纠纷、做好群众工
作，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带富群
众等问题开展专业化培训。新宁、城
步、绥宁等县市在党校主体班专门
开设乡村旅游、电商平台等课程。

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在对传统
的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的同
时，根据教学内容积极推行并综合
运用案例式、现场式、模拟式、研讨
式等切实管用的方式方法，着力提
升教育培训效能。对学制 1 个月以
上的市县党校主体班，组织学员利
用3-5天时间到各类现场教学点观
摩学习，提升实践操作能力；课堂教
学变“我讲你听”为“你讲大家听、大
家评”，就相关问题组织学员深入调
研，精心准备，轮流上讲台授课；筛
选紧贴基层紧贴实际的典型案例

25个编印成册，在全市逐步推广案
例式教学。

培训资源全市共享。以提升乡镇
干部综合能力素质为导向，充分挖掘
开发整合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有
效缓解基层干部教育培训资源短缺
问题，为基层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提供
了全方位保障。以落实全省干部教育
培训“三百工程”为契机，培育一批优
秀教师、打造一批精品课程、开发一
批典型案例，建立完善优秀教师师资
库、精品课程库，开展案例教学，推动
优质教学资源全市共享。立足本地资
源，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党性教育基地
的基础上，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在全
市逐步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布局合
理、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干部党性教
育、乡村振兴等不同主题现场教学
点，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推
动乡镇干部教育培训效能提升。

训后服务到点到位。做实做细
训后服务，确保教育培训取得长效。
在乡镇干部教育培训中，一些对实
战性、操作性要求很高的培训班次
和培训课程，实行训后延伸教学、跟
踪导学，确保学得会、用得上，避免
一训了之。每一个培训班结束后，保
持班级不散，建立网络课堂，由相关
专家和授课老师答疑解惑。同时在
全市建立36个现场教学点，把课堂
搬到田间地头，开展延伸教学，定期
进行回访、实地会诊。

市委组织部抓实换届后乡镇干部教育培训

奏好培训“五部曲”推动能力全提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7月7日，邵阳市二中迎来了高考后
的又一个火热场景：邵阳市资江潮
文化公益协会举办的“资江潮诗联
会”活动，激情输送《邵阳诗词中的
红色基因》和《生活中的对联美》，学
生们现场交出近 300 副对联作品，
作为热烈回应。

2019年4月以来，邵阳市资江潮
文化公益协会组织讲师团，先后赴新

邵、双清、绥宁、隆回、邵东等地开展
多场“资江潮诗联会”公益活动，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倡导高雅志趣，培养
家国情怀，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

当天，市诗词协会主席张先军结
合邵阳历史上一位位代表性诗人的
红色故事，从红色基因在邵阳诗词中
的传承、邵阳红色诗词的特点、传承
红色基因对新时代发扬传统进行德
育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讲解。

特别是吕振羽、彭述之、贺民范、尹如
圭、袁国平、胡铮、王湖、邓成云等共
产党人荡气回肠的红色诗词，让学生
们在感同身受中得到了精神洗礼。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楹
联学会常务理事吕可夫，通过一副副
趣味横生的对联讲解，让学生们领悟
生活中的对联美，掌握一定的楹联文
化知识和创作技巧。他还出了三副上
联，由学生们现场对下联。其中，“红
船万里风帆劲，青史千年国运新”“邵
水催前浪，资江育后生”等优秀对联，
由我市书画家回楚佳现场创作成书
法作品，赠送给孩子们。

“资江潮”为市二中学子添“营养”

6 月 28 日，市区 29 路

公交线路正式开通。29路

公交车由市区三眼井开往

双清区火车站乡莲荷村，

途经三眼井、东大路、龙须

塘路、白莲路、莲荷水保站

等地，双向往返路径相同，

线路长度为 10 公里，首、

末班发出时间为6时30分

和18时20分，暂安排2辆

纯电动公交车运行。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陈赤波 黄新华

实习生 刘清华 摄影报道

7月3日，新邵县相关成员单位和15个乡镇全面启动执勤点500多个，集中开展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当天，现场查处违法行为116起，劝导违法行为1830
起，查扣违法车辆29辆，管控红白喜事11起，排查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长下坡、平交
路口隐患4处。图为执勤点人员和交通劝导
员在对二轮摩托车不戴头盔违法行为进行
劝导。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吴艳红 邓凭凭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实习生 郑月娥 通讯员 肖斌辉）
6月25日，新邵县召开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介
绍该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进展、
举措和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答
记者问。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该县各政法单位围绕“筑牢政治
忠诚、弘扬英模精神”，组织开展“一
把手”讲党课、政治轮训、理论专题
讲座，利用红色资源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组织观看违法干警忏悔录警
示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用反面典
型开展警示教育，让干警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筑牢思想防线；选树
了张武健等一批先进典型，举办政
法英模、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会
9场次，弘扬英模精神，激发政法干
警崇尚英模、争先创优、比学赶超的
热情。

新邵县各政法单位聚焦“清除
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的要求，
扎实开展自查自纠、组织查处、专项
整治，坚持严的基调、突出问题导
向，动真碰硬、触及要害，坚决维护
政法队伍肌体健康。政法各单位按
照“6+N”的模式，系统推进“六大顽
瘴痼疾”及其他突出问题整治。截至
6月20日，全县共排查整改顽瘴痼

疾问题131个，排查整改违反干预司
法“三个规定”问题7个；整改干警违
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参股借贷问题
15个；依法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违规违法“减假暂”案件22件；整改

“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等
问题86个；整改处理离任法官检察
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1人。

同时，新邵县聚焦政法主责主
业，紧扣全县治安实际，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共走访群众1220
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到村（社区）召
开民情恳谈会24场次，出台63件便
民利民措施。

整治顽瘴痼疾 建设政法铁军

新邵县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抓 紧 抓 好 教 育 整 顿
努 力 打 造 政 法 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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