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77月月99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syrbxyxw@syrbxyxw@163163.com.com 审稿审稿：：朱长青朱长青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易桂媛易桂媛 版式版式：：肖丽娟肖丽娟 总检总检：：尹一冰尹一冰

5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王茜霆 王非充 唐文华 实
习生 郑玉娥 宋卓语） “厕所改造
后，不仅厕所水与生活用水分离了，饮用
水更卫生，而且，厕所水经过化粪池的过
滤，污水变成有机肥，可以直接浇灌果
园、菜地。”7 月 5 日，武冈市水西门街道
里仁村村民陈代龙告诉记者，今年村里
按照“统一组织、统一采购、统一施工、统
一验收”的要求，为他家建设起“一体式
三格化粪池+人工小微湿地”无害化卫生
户厕，还帮助他发展起庭院经济，大大提
高了生活质量。

“蚊蝇乱飞，臭气熏天”曾是武冈农
村旱厕的真实写照。如今，在武冈市水
西门街道里仁村，旱厕正在悄悄“变形”。

“除了把旱厕全部改成卫生厕所外，

我们还结合‘五小园’的打造，将粪污处
理后产生的优质有机肥在菜园、果园、花
园、田园、竹园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解
决了农业生产有机肥不足的问题，提升
了村庄的颜值与气质，对美丽乡村绿色
循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里仁村党支部
书记陈勇慷介绍道。

里仁村的美丽蜕变，是武冈市进行
“厕所革命”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
武冈市把农村改厕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来实施，坚持改厕与污水治理同步推
进、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实施，努力补齐
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为了把农村改厕这项民生工程抓实
抓细，武冈市加强了组织领导和资金保
障，严格了网格化管理，对工程质量进行
严格把关，并探索了三种建设方式：在饮

用水源地采取“三格化粪池+人工湿地”
模式；在集中院落和乡镇集镇地采取集
中污水处理模式；在农户自家房前屋后
空地、闲置坑塘等，采取小菜园、小果园、
小花园、小竹园、小田园等“五小园”建设
模式，将粪污肥料就近资源化综合利用，
助力农户发展庭院经济，提高收入。

目前，武冈市农村改厕工作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该市今年计划完成改厕任
务10000口，截至6月底已改造完成5033
口，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3.25%。该
市连续两年获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先进县市。

武冈市武冈市：：“厕所革命”改出农村新面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实习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鸣） 7月6
日，邵阳县委政法委组织专门力量，到该
县政法各单位就下一步的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再推动、再督
查。这是该县按照“稳、准、优”标准全力
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一个缩影。

突出一个“稳”字。全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动员部署以来，邵阳县扛牢政治
责任、强化组织推动，围绕教育整顿总体
目标，坚持党史学习教育、政治教育、警
示教育、英模教育融合推进，达到了筑牢
政治忠诚、树立干警新形象的目的。该
县选树了12名政法英模和2个基层先进
集体等先进典型，营造了学习英模、崇尚
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激发
了政法干警内生动力。

强化一个“准”字。该县在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中，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整治顽
瘴痼疾。他们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彻底整治顽瘴痼
疾。截至 6 月 20 日，全县立案审查调查
涉嫌违纪违法干警32人，留置3人，纪检
监察机关处理处分违纪违法干警176人；
全县排查认定违反干预司法“三个规定”
问题37件，整改干警“违规经商办企业和
配偶、子女及子女的配偶违规从事经营
活动”问题12件，整改干警“违规参股借
贷”问题8件。

对标一个“优”字。该县注重教育
整顿成果，坚持做好成果转化。县人民
法院开辟诉讼绿色通道，对涉及妇女
老人儿童权益、农民工权益的案件实
行优先立案，对老年人、残疾人，安排

专人指导诉讼立案，并及时提供法律
援助。县人民检察院出台了 9 个便民方
案，重点服务非公经济发展，并开展集
中治理重复信访和申诉案件的化解。
县公安局共出台便民举措 5 大项 32 小
项。县司法局先后出台系列便民利民
措施 19 条。

下一步，该县政法各单位将继续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相
统一，持续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与
党史学习教育、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有机结合起来，以政法队伍的新面貌、
新业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邵阳县邵阳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稳准优”

“抗美援朝的时候，艰苦
啊！能够‘雄赳赳，气昂昂’
活下来的人，都是从枪林弹
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
场上，上一秒战友还在身旁，
下一秒就中弹牺牲了……”7
月1日以来，隆回县岩口镇龙
水炼村的“老革命”李啟仁，
先后走进村组院落、学校课
堂，以自己的革命经历为大
家宣讲红色历史、红色精神，
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李啟仁，1932 年出生于
岩口镇龙水炼村，1954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底，
他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参加过500
高地、424 高地、凤凰山、老
虎山等战斗；1962 年，他参
加了中印边境反击战，荣立
三等功；1964 年，他光荣退
伍，复员回乡后务农，一直坚
持默默无闻地为党的事业做
奉献。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
际，为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进一步弘扬革命
精神，岩口镇党委邀请李啟
仁为全镇 80 余名党员干部
讲述革命故事，并以他
为“讲师”组成“微宣讲”
小分队，进村、入校、走
企业开展红色革命精神

宣讲。
李啟仁老人虽已年近

九十，在宣讲中仍精神矍
铄、思路清晰、声情并茂，使
现场听众仿佛置身于当年
的峥嵘岁月，无不深受触
动、备受鼓舞。

党员陈扬然说：“听完
老英雄的故事，我的内心无
比激动，进一步懂得了幸福
的日子是老一辈用鲜血和
生命拼下来的。作为一名
党员，同时也是一名退伍军
人，我不会忘记今天老前辈
给我上的这堂‘党课’。今
后我会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的信仰，不计名利，扎根基
层，服务人民。”

岩口镇党委书记王勇军
表示，通过组织大家听红色
故事，展示了老一辈革命军
人“红心永远向党”的精神风
貌，传承了老一辈革命军人
爱党奉献的红色基因，营造
了“学习百年党史、发扬革命
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强化党
性修养”的浓厚氛围，坚定了
广大党员干部永远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身边“老革命”讲活红色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罗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坚 李君
实习生 麻秋萍） 6 月 29
日，新宁县对宛旦平故居、摩
诃岭红军陵园等5个党史学
习教育基地和舜皇山“老山
界”、新宁县和平起义旧址放
生阁等6个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进行了集中授牌。

新宁县是一片红色热
土。这里有夏明钢、曾大受、
宛旦平等革命先烈，有舜皇
山“老山界”、崀山镇船形村
红军桥等一大批革命遗
址遗迹，留下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近年来，新宁县高

度重视红色教育资源的挖
掘、保护和利用。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该县对红色遗迹遗址进
行了摸底，并通过自主申报、
实地考察、专家评审等方式，
确定了宛旦平故居等5个党
史学习教育基地、崀山镇船
形村红军转战旧址等 10 个
党史学习教育点、舜皇山老
山界等6个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及陈纯一烈士墓等 11 个
爱国主义教育点。

新宁县11个教育基地集中授牌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颜黎明） 为深入推进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行动，
有效预防道路交通安全事
故，7月2日，双清区兴隆街
道组织党员干部、青年志愿
者，以汽制农贸市场十字路
口为重点路段，积极开展为
期一周的交通安全顽瘴痼
疾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志愿者们
对无视公共交通安全、任意
占道经营的商贩进行劝离，
督促商贩到指定地点经
营，对未按规定佩戴头
盔、非法加装遮阳伞的
电动车主进行了耐心

劝导，并进行了相关登记，
做好后续跟进工作。同时，
通过发放道路交通安全宣
传资料、向群众讲解超员超
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性，积极引导大家提高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未来，兴隆街道将
继续加强宣传、强化管
理，做到常态化治理，为
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保驾
护航。”兴隆街道党工委
书记车驰表示。

盯重点 抓整治

7月4日，洞口县尚君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谢尚军先后来到石江镇、岩
山镇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查看病虫害防治
等情况。

精准扶贫，他曾是助推者；抗击疫情，
他曾是“逆行者”。“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我
将引导种植户做大产业，让更多群众受
益。”曾当选2019年度“邵阳好人”的谢尚
军，满怀激情，充满信心。

45岁的谢尚军是洞口县黄桥镇人，曾
是广东一家台资企业的管理人员。2015
年，他放弃高薪，毅然返乡创业，誓做“有
情怀的农业人”。2017年，他与妻子创办尚
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农产品加

工与销售。
2018 年，洞口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

“山外柑橘、山内茶叶、遍地油茶”的“三棵
树”扶贫产业。谢尚军坚持“科技支持产
业”的发展思路，引导原贫困人口在“三棵
树”下套种丹参、何首乌等中药材，为农户
提供“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培训、统
一管理、统一保底价回收、统一加工、统一
销售”的“保姆式”服务。

从2018年6月开始，谢尚军针对发展
中药材项目，7次赴“世界中医药之都”安
徽亳州进行调研。他与长沙环境保护职业
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了产学研
合作关系，成为该县科技专家服务团成

员，并多次与科技服务团专家开展调研。
在专家的指导下，谢尚军结合实际，

率先在洞口县发展“订单农业”。目前，该
公司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共有丹参、何首乌
等5种产品，每种产品对接一家药企。分布
于广东、湖北、河南、安徽等地的药企，与
谢尚军签订产销合同，解决了销售难题，
让种植户无后顾无忧。

在谢尚军的帮扶下，洞口县高沙、花园、
石江等6个乡镇8个村的350多户1100多人
（其中原贫困人口和移民户480多人）实现脱
贫致富。脱贫人口严体国就是受益者之一。
自2019年9月加入谢尚军的种植基地以来，
他每月增收2000元。 (下转7版)

谢尚军：做有情怀的农业人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实习生 麻秋萍

抓 紧 抓 好 教 育 整 顿
努 力 打 造 政 法 铁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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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在基层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转化为实际行动，7 月 6 日，
新邵县组织干部群众参与无
偿献血活动。当天，该县共
组织干部群众120余人参与
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34000
毫升。图为酿溪镇大塘社区
青年干部在献血。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罗亮红 孙玥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润畴） 为彻底治理道
路顽瘴痼疾，6月30日至8
月31日，大祥区公路管理
局 在 所 辖 G207、S236、
S231 线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
整治“亮剑行动”。

自“亮剑行动”开展以
来，截至7月5日，该局对所
辖路段摸底排查，共发现安
全隐患22处，已整改22处；

取缔非法公路标志标牌200
余块；隐患点设置防撞桶32
个、交通锥44个、爆闪灯4
个；新增、更换公路标志牌
22块，警示标线450米，更
换破损钢护栏100余米。

通过此次拉网式排查
及整改责任落实，该局所
辖道路交通顽瘴痼疾得到
有效整治，通行环境得到
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出
行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剑出鞘 斩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