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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七一”前夕，市水文局党委书记、局长
曾邵华走访慰问因病住院的退休老党
员时，有着68年党龄的左嫦娥胸佩“光
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举起右手，对着
入党誓词在病房铿锵宣誓。左嫦娥的女
儿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除了左嫦娥亲
手抄写的入党誓词，还有其写的个人誓
词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贺词。
左老的一言一行，映照着水文系统老一
辈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也让该局干部
职工再次感受到榜样的力量。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水文局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及省水
利厅、省水文中心的安排部署，多形式、
高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将党
史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相结
合，与推动水文事业高质量发展相结
合，奋力开创邵阳水文现代化新征程。

守正创新学党史
有声有色入人心

市水文局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通过开展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研讨、宣讲会及上党课、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等形式，组织干部职
工集中学习，先后开展专题教育学习、
研讨、宣讲 12 次，上党课 3 次，并组织
全体党员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接
受党史教育，洗礼初心；到白水洞廉政
教育基地上党课接受警示教育，筑牢
底线；前往中共湘西南特委旧址学习
革命先烈奋斗历史和英雄事迹，汲取
伟力。该局还通过举办党史故事演讲
比赛、党史知识竞赛，营造浓厚的学习
教育氛围；通过定期通报各科室及县
（市、区）局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表
扬先进、鞭策后进；通过组织读书班、
观影会，常态化学习党史故事、观看红
色主题电影，讨论读书、观影心得体
会，促进党员干部汲取真理力量，为初
心溯源，为思想筑基。

“在党的指引下，邵阳水文人形成
了诚实、主动、准确、及时的精神品质，
并熔铸到每个邵阳水文人的血脉中。
面对暴雨洪水，不分昼夜，密切监控水
情，顶风冒雨施测，为防汛抗洪发挥了
关键的参谋和耳目作用。”在该局举行
的以“学习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为主题的道德讲堂上，退休老党员朱
炎高如是说。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该
局党员干部进一步提振了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纷纷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投身
水文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联系工作强行动
走深走实显担当

目前正值主汛期，市水文局紧贴
实际，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延伸至水
文工作一线。

“这是一场大考，我们一定要高度

重视，以实际行动向建党 100 周年献
礼。”6 月 30 日深夜，曾邵华在布置防
汛测报工作时表示。入汛以来，该局从
局领导到一线职工，夜以继日坚守岗
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
制度，无一日之懈。

7 月 2 日 2 时，我市境内仅下着零
星小雨，但值班人员密集监控雨水情
并作出预判。3时起，广西资源境内暴
雨如注，该局领导及相关人员在半小
时内迅速集结完毕，应急监测人员2小
时内赶到洪水一线。该局提前7小时精
准预报新宁站洪峰水位，与实际洪峰
水位仅相差0.04米，峰现时间、退警时
间与实际情况一致，为防汛主管部门
科学调度提供了精准技术支撑。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该局始终致
力于保障农村饮水安全这一民生工
程，年初制定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
实施方案，局主要负责人参与调度。上
半年先后开展了三批次千吨万人农村
供水工程监督性检测工作，共抽取110
余处农村供水工程进行采样分析，出
具检测数据 1.2 万余个。通过精心组
织，该局7月下旬承办了180余人参加
的2021年度全市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
测技术培训班，克服了实验室场地小、
转场多、任务重等诸多困难，采取理论
教学加实操上岗考核的方式，视听结
合、个别指导、动手操作，深受参培人
员青睐，提高了全市农村供水一线检
测人员的检测能力和责任意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
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
神谱系。市水文局从1931年设立武冈
雨量站至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辉煌历程。从最初的几人到66人、
从 1 个站到 36 个站点、从单点雨量观
测到资水流域、巫水上游多要素水文
自动化监测，无论是测验能力、装备技
术、队伍素质等都有了大幅提升，可谓
实现历史性跨越。90年间，一代代邵阳
水文人艰苦奋斗，积淀形成了特有的
优良传统和精神品质，广大干部职工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恪尽职守，以实
际行动践行水文人的初心和使命。

岳亚涛，“80后”党员，在进行应急
监测时，因下雨湿滑不慎摔倒，致左臂
手肘脱臼。他简单处理吊上绷带，坚持
继续投入一线工作。新宁县水文局老
党员李步云，住院期间依然心系工作。
当他听闻新宁站将出现洪水后，强忍
病痛开展预测分析，彰显了一名共产
党员矢志为民的担当作为。

聚焦民生列清单
全心全意办实事

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
点。市水文局紧扣目标，结合“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力办好事关邵
阳水文高质量发展的实事，用心用情
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实事。经广泛
征求意见，该局形成了12个“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清单，如期有序推进。

安装空调，建设职工阅读书吧、健
身房……该局从这些“小切口”入手，着
力解决基层水文测站生产生活基础设
施问题，切实提升职工满意度和幸福
感。绥宁县水文局今年安装上了净水
器，职工喝上了更放心的饮用水。洞口
县水文局、邵东市水文局的职工健身房
相继投入使用。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作
之余，生活更充实，体魄更强健了。

为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着力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今年以来，曾邵华多次到社区开
展民情恳谈会、党史学习教育宣讲进
社区、文明劝导等工作，了解民情民
意，帮助解难纾困，架起干群连心桥。

“谢谢叔叔阿姨，以后我们有新书
包背了！”5月28日，该局机关党员干部
来到乡村振兴帮扶村——邵阳县塘渡
口镇云山村的云山小学开展“学党史、
感党恩、手拉手、心连心”爱心助学活
动，为留守儿童送上学习、生活用品。孩
子们背上崭新的书包，抱着全套学习用
品和精美的饭盒，脸上满溢笑容。

此外，该局积极参与“进社区创文
明添风采”志愿服务，到乡村振兴帮扶
村与村民零距离接触、心贴心交流，解
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及时把党的温
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再接再厉提质效
接续奋斗新征程

党史学习教育贯穿 2021 年全年。
虽然市水文局现已完成党史学习教育
四个专题的集中学习和专题研讨，但
在广大干部职工中掀起的党史学习教
育热潮还在持续升温。近日，该局组织
全局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锤炼党性、指导实践的内在动力。

7 月 13 日，湖南省水文中心党委
副书记、副主任王炎荣一行到邵阳市
水文局督导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以“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
精神，努力开创湖南水文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为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并全程参加该局机关党支部“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专题组织生
活会。王炎荣对该局在各环节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和专题组织生活会成效给
予高度评价。他要求继续开展好党史
学习教育，学深悟透，查缺补漏，切实
把学习成果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水
文事业开新局的强大动力。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曾邵华表
示，下一步，市水文局将推动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该局落
地生根结出硕果，将其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核心内容，将“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以实际行
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推动邵阳水
文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动力。

用党史之光用党史之光
照亮水文高质量发展之路照亮水文高质量发展之路

————邵阳市水文局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纪实邵阳市水文局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肖燕肖燕 通讯员通讯员 周燃周燃 杨锋杨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邵阳水文中心机关党支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爱心助学”主题党日活动。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刘勇军）自6月30日全市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亮剑”
行动开展以来，市交通运输局重
拳整治突出问题，大力开展治超、
消除公路风险隐患、源头车辆管
控等行动，推动“亮剑”行动取得
明显成效，有效确保了全市交通
运输安全。

严格执法，大声势形成治超
高压态势。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
坚持全员上路，落实跨县异地执
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自“亮
剑”行动开展以来，全市交通系统
日均出动1300余人上路执法，按
照“交警2人+交通2人+其他部门
执法人员”的编组模式开展常态化
治超巡查执法。截至8月5日，共检
查生产经营单位2045家次，立案
调查 857 起，查处超限超载车辆
1954起，卸载货物6300余吨。

全面排查，“零死角”消除公路
风险隐患。全市每月安排4个组下
沉各县市区，全面督导开展农村道
路风险隐患排查、安全防护和危桥

整治工作。各县市区对列养农村公
路、农民自筹自建等列养外农村公
路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并
建立问题清单。目前，全市共排查
出隐患10754个，需实施安防工程
隐患里程合计4646.152公里。全市
交通质安机构集中精锐力量，对全
市14个在建干线公路项目进行拉
网摸排，发现安全隐患24处，现场
督促整改，持续跟踪落实，现已全
部整改到位。

突出重点，全方位加强源头
车辆管控。市交通运输局以“两客
一危”车辆、货车非法改拼装为重
点，突出源头监管，对我市卧铺车
和800公里以上的长途班线客车
全部进行清除，对现有57座以上
大客车26辆实行到期淘汰制；对
全市一、二类85家维修企业进行
摸排，对未备案企业的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目前，已查处非法改装
车辆 7 台，查处非法从事客货运
车辆79台，并对毒驾人员进行全
面整治，依法注销21名毒驾人员
的从业资格证。

持续高压治超、清理公路风险隐患、强化源头车辆管控

“三剑”出鞘显神威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亮剑”行动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蒋久念 罗梨）8月6日，市
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9名志愿者
将2000个口罩送到双清区汽车站
街道建设路社区，助力、指导社区
疫情防控，同时开展“文明劝导
日”志愿活动。

自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
来，该中心认真落实文明城市创
建“领导联点、部门共建、路段包
干”制度，持续支持联点共建社区
开展创文工作。

“过马路请走斑马线，注意安
全”“上车请排队，文明礼让”……
每周五，该中心的志愿者都会出
现在建设路社区三角塘路口
和汽车东站公交车站台，开
展文明劝导志愿活动。为扎

实开展每周五的“文明劝导日”志
愿活动，该中心实行领导轮流带
班，每次安排 8 名志愿者轮班开
展志愿活动。

针对社区创文宣传氛围不够
浓厚的问题，该中心多次到社区
实地察看调研，联合社区定制创
文市民公约、居民公约以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广告牌共
计90块，并帮助社区解决创文经
费2万元。通过加强宣传，进一步
强化社区群众对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深入了解，有效提升社区居
民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积极
性、主动性。

联点社区共建 创文深入推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7月30日，市
人社局举行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宣讲暨读书班研讨交流。

活动中，该局邀请市委党校
教务处处长姚海波作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辅导
报告。报告以“百年征程波澜壮
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为主题，
分别从“九个必须”读懂百年大党
的成功密码、体悟伟大复兴的坚
强决心、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
想信念等三个方面，深入解读和
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的重大意义。
宣讲结束后，市人社局党委

立即举行了7月份党委理论中心
组（扩大）学习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读书班研讨交流。3名同志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自身工作、学习实际，分
别作学习体会发言，并就如何进
一步学懂、弄通、悟透、做实，开展
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
行深入研讨。

以学促干办实事

8月7日至8日，为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策略，市
商务局党员干部、职工主动将“周末模式”切换为“工作模式”，对市城
区42个农贸市场、15个大型商场、33个加油站点等人员密集且流动
性大的场所进行检查，要求商贸主体严格落实通风换气、消毒灭菌等
防控措施，对措施落实不到位的责
令立即整改到位。邵阳日报记
者 罗俊 通讯员 林尹俊 陈
果 摄影报道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