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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
讯员 姚秋实 苏渊） 为深刻吸取苏
州市吴江区四季开源酒店辅房坍塌事故
教训，7月14日，双清区文旅广体局对辖
区内长城大酒店、友谊盈捷酒店、湘林温
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等三家重点旅游酒
店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房屋建筑质量安
全情况，集中检查了消防安全管理、特种
设备安全、特种作业人员持证、应急演练、
员工培训、创文创卫、志愿者服务等情况，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杜绝隐患“过夜”，不能立即整改的，要严
格落实整改责任，严防引发事故。

下一步，双清区文旅广体局将继续
联合相关部门对该区旅游酒店进行安全
大检查，全面排查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确保旅游酒店持续稳定安全。

双清区开展旅游酒店安全大检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陈凌云 黄彧言） 6 月
25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潘某
松等 28 名被告人走私、贩卖、运
输毒品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19 年 7 月
至 10 月期间，在共同作案人李
某农（另案处理）的组织下，被
告人潘某松等多次以托运物流
方式将毒品发送到指定地点，
再由李某农安排人员接收并进
行贩卖。潘某松等人违反国家
毒品管理规定，走私、贩卖、运
输甲基苯丙胺 98864.06 克、甲
基苯丙胺片剂 575.15 克、海洛
因 400 克，数量巨大，社会危害
性大。

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某松等

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明知
是毒品，仍予以走私、贩卖、运输，
其行为分别构成走私、贩卖、运输
毒品罪，应依法予以惩处。潘某
松、刘某、谢某佳、刘某海、刘某
祥、李某状6人被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刘某军、范某林、黄某红、
黄某程、龚某林、梅某运、肖某云、
周某兴8 人被判处死缓，其余14
名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
徒刑。

部分被告人家属、各界群众
代表旁听了宣判。

市中院宣判一起贩毒团伙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李玉英 周燃） 7 月 13 日，市水文局
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邀请省水文中心党委副书
记、副主任王炎荣为全体干部职工上专
题党课。

王炎荣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开
创湖南水文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题，以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内
核，从铭记历史、爱党爱民，坚定信仰、坚
持真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三个方面进
行了深入浅出、切合实际的阐述。他指
出，作为新时代水文人，要从党的百年伟
大奋斗征程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
伟力，要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业务工作
“四化”、行业管理“十六字”为发展目标，
多措并举加快水文现代化建设进程，推
动水文高质量发展，开创湖南水文事业
发展新局面。

市水文局负责人表示，将迅速在全
系统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将其纳入党史学
习教育的核心内容，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基础设
施建设，奋力推动邵阳水文工作高质量
发展。

汲取精神伟力 推动水文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杨琼玲 杨祖强）7月9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 收 到 了 该 县 康 健 公 共 用 品
消毒中心送达的整改回复，标
志着该检察院守护当地“舌尖
上的安全”行动取得了实质性
进展。

从今年6月1日起，城步苗族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多次深入该县
康健公共用品消毒中心进行监督
检查。检查中，检察官发现该中
心存在未规范着装进入包装车
间，将手机、包与待包装的餐饮具
混杂放在一起等多项不符合食品
卫生安全规范的行为，且生产的
消毒餐具没有打印生产日期，存
在食品卫生安全隐患。

针对发现的问题，城步苗族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该县
卫生健康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对康健公共用品消毒中
心和辖区餐馆进行监督检查。
两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
向该县康健公共用品消毒中心
发出整改通知书。该中心收到
整改通知书后，整章建制，在 1
个月之内将存在的问题全部整
改到位。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将是我们的一项常态化
工作，同时也是我们践行初心使
命的基础性工作。”城步苗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唐杰表示。

苗乡“检察蓝”
忠诚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月 14 日，新邵县自
来水公司施工人员在辖区
进行管网改造。近日，该
公司开始对县城的酿溪镇
新阳路、双清路、蔡锷路、
江南路等 19 个地段和部
分老小区的老旧管网进行
改造。由于时值暑天，居
民用水量加大，他们选择
在夜深人静的时段作业，
受到了市民的点赞。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孙小菊

摄影报道

7月11日，双清区残联和双清区阳光助残服务中心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奔赴火车站
乡、龙须塘街道、滨江街道为20户困难残疾人送去大米、食用油
等爱心物资。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7月14日晨，在连绵起伏的雪峰山
脉的一座山谷里，只听一声哨响，上百头
放养家猪如同听到“集结号”，从山顶、山
梁、溪边、岩洞等处，齐刷刷朝位于山谷
的一个宽阔土坪冲来，争先恐后分享主
人给它们的当日第一次辅助喂食。

吹哨的主人名叫左金真，洞口县江
口镇田胜村四方田组村民，今年57岁的
他，是当地有名的“猪司令”。但在2016年
以前，由于家中老人长期重病，两个儿子
需要培养，左金真一家日子过得很艰难。

好强的左金真夫妇曾经多次努力想
要摆脱贫困，但最后都因种种原因而告
失败，成为“雨中背稻草的骆驼”。2016
年，左金真一家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家才看到脱贫致富的曙光。

2016年冬，围着熊熊燃烧的地炉子
火，市林业局驻田胜村精准扶贫工作队
的队员们一连数天与左金真夫妇促膝
谈心，给他一家制定了一个“家猪放养脱
贫计划”。

2017年春，在当地各级政府和精准
扶贫工作队的组织下，左金真等人前往
永州学习花猪放养技术。当年夏天，他
从扶贫工作队领回 10 头猪仔，开始在
自家的责任山上尝试家猪放养。

“没想到的是，尝试放养不久，10头
猪仔丢了4头；剩下的6头，又在冬天被
全部冻死。当时，我万念俱灰，彻底认
命，打算放弃一切努力，一辈子穷到哪

是哪了！”左金真回忆。
“可是党和政府没有放弃我们。得

知我们家情况，村里、镇里、县里的领
导，还有扶贫工作队的领导，甚至市领
导，纷纷来我们家慰问，给我们打气鼓
劲，并在第二年春天又将 10 头猪仔送
到我们手中。”左金真的妻子肖彩艳说。

“不仅左金真夫妇需要总结家猪放
养失败的教训，我们也在反思我们的精
准扶贫工作：不能让群众脱贫致富的梦
想也处于‘放养’状态！于是，我们进一
步加大了对左金真一家放养家猪的各
方面扶持力度。”当时的市林业局驻田
胜村精准扶贫工作队队员之一回顾。

市林业局精准扶贫工作队请来省、
市、县专家，齐聚江口镇畜牧站。在各级
专业技术人员的“会诊”下，给左金真一
家制定了一天辅助喂食三次、仔猪延缓
放养、白天放养晚上回栏以及夏天防
暑、冬天防冻等一系列科学放养方法。
在强大的技术支撑下，左金真一家的家
猪放养事业逐渐走上正轨。

2018年底，左金真家的10头放养家
猪顺利出栏，并且撞上了一个好价钱：每
公斤白肉卖到了90元。当年，左金真一
家仅养猪收入就达4.8万元，一举脱贫。

2019 年，左金真夫妇放养家猪 30
多头。由于山脚下的庄稼经常受到猪群
的破坏，在当地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的
协调下，左金真夫妇索性将山脚那片田

土全部承包下来，种上红薯、玉米、冬
瓜、南瓜等，专供猪群“享用”。

随着经验的积累，左金真夫妇确定
了放养家猪的最佳配种方法，并且开始
进行猪群自繁，猪群的数量进一步扩
大，猪肉的品质进一步提高。

“现在，我和我家老左玩的是正宗
的‘订单农业’。目前我家山上存栏的
120头猪，早就被订购一空！”7月14日
中午，冒着烈日在对猪群进行当日第二
次辅助喂食的肖彩艳眉飞色舞地说。

“左金真夫妇在外务工的大儿子看
到父母年龄渐大，准备回家接替他们的
事业。这小伙子很有志气和头脑，目前
正自费在湖南农大学习畜牧知识。他想
进一步扩大放养规模，在雪峰山腹地建
设一个封闭式的万亩生猪放养农场，实
现家猪和野猪同时放养。交叉繁衍，带
动更多父老乡亲走向富裕。”田胜村党
支部书记、主任肖彩霞介绍。

“什么叫乡村振兴？我相信我们的
家猪放养事业就是其中一部分！”一向
低调的左金真骄傲地说，“70多年前，我
们中国人在雪峰山打败了日本鬼子。今
天，我们又在这里打败了贫困。将来，我
们还要实现乡村振兴！”

“猪司令”左金真的“集结号”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龙江月 通讯员 周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实习生 杨谱） 7月16日下午，
市城区创文专项行动和垃圾分类
处置工作推进会在市政府召开，
副市长蒋志刚、市政协副主席徐
桂阳出席会议。

各相关市直部门与四区创文
分管领导对创文工作和垃圾分类
处置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就当
前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进行了交流发言。

蒋志刚指出，思想是行动的
先导，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提高思
想认识，充分认识创文工作的重
要性，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全力
以赴，形成创文工作强大合力。

要压实主体责任，做好主次干
道、道路园林绿化、路灯设施的
维护维修工作，做好背街小巷、
老旧小区维护改造工作。要加
强农贸市场规范管理，加大对占
道经营、乱搭乱建、违法户外广
告的查处力度。要按照“三年行
动计划”，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
做好物业管理和小区管理，加强
垃圾分类宣传，提升垃圾分类质
量，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确保创文工作有效推进。

齐抓共管有效推进创文工作

中共党员，邵阳广播电
视大学原党委书记贺菊元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 15 时在长沙逝
世，享年71岁。

贺菊元同志逝世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全面小康·邵阳实践

(上接1版)
邓三龙对此次组织生活会

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支部组
织生活开展规律、规范、规矩，
每名党员同志能自警、自省、自
律，大家对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做到不滥看、不小看、不轻看，
是一次成功的组织生活会。他指
出，要充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的主题和要
点，从中汲取前行力量。深刻
认识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的
奇迹，深刻理解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
精准把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发展脉络，奋力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要充分做好本职工
作，服务邵阳工作大局。立足
工作全局，强化责任担当，努力
在讲政治、强党性上作表率，在
抓落实、求实效上作示范，多作
树形象、守信誉的事，努力创造
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