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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罗志元
陈湘林） 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迅速行动，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最紧迫的任务，扛牢抓实监督
职责，下沉防控一线开展专项监
督检查，督促推动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落到实处。

7 月 30 日，市纪委监委印发
《关于做好当前纪检监察系统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四个一
律”要求，给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戴
上“紧箍咒”，对违反“四个一律”
的纪检监察干部，予以严肃处理，
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先
免职再处理。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需要，市
纪委监委利用覆盖全市 600 余万
群众的监督服务微信群促进疫情
防控。一方面抽调专人对监督服
务微信群的问题线索收集梳理、
交办督办；一方面要求换届风气
监督现场督导组就地转化为疫情
防控督查组，深入基层一线开展
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及时解决群
众当前关心关注的防疫焦点问题
与重点诉求。

市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

跟进监督，紧盯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督促
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扛起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对行动迟缓、工作不
力、擅离职守、失职失责的，及时
跟进问责，从严从重查处，以强有
力的监督，护航打赢打好“防输
入”疫情防控战。“你们有没有建
立近期返邵人员相关台账？有没
有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他们进行
有效管理？”市监委委员王霖率队
到洞口县毓兰镇等地督查疫情防
控工作，每到一处都详细掌握返
邵人员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连日来，市纪委监委驻市卫
健委纪检监察组对照湖南省医疗
机构疫情防控重点问题排查表，
对13家市直医疗单位、定点救治
医院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督促各
医疗单位务必提高思想警惕，进
一步加强值班值守、医院通道管
理、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管理、医
疗救治、核酸检测等工作。

武冈市纪委监委出台“四道
禁令”，明确严禁聚餐聚会；严禁
举办大型活动；严禁操办喜宴，从
简操办丧事；严禁瞒报漏报缓报。

对违反“四道禁令”者，一律从严
从重顶格处理。新宁县纪委监委
划出“八个不得”纪律红线，即不
得违抗组织命令，不得隐瞒涉疫
信息，不得散布虚假信息，不得违
反规定开展聚集性活动，不得擅
离职守、敷衍应付，不得抵制疫情
防控措施，不得违规调度和使用
防疫款物，不得扰乱市场秩序。

邵阳县纪委监委抽调力量成
立 5 个现场督查组奔赴各村（社
区）、各小区、交通站场、商场、超
市、宾馆、医院等公共场所和重点
单位，对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履职
情况等开展监督检查。绥宁县纪
委监委制定疫情防控督查工作方
案，成立6个督查组，重点对镇、村
干部是否在岗，返乡人员管理及
值班值守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
目前已督查单位41个。

洞口县24个乡镇（街道、管理
区）纪（工）委和364个村纪检委员
迅速投入疫情防控前线，深入村组
摸排情况，靠前监督各村是否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精神，层层压实责任，精
准精细做好当前摸排防控工作。

扛牢监督职责 推动疫情防控
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力护航疫情防控工作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龚跃辉） 8月
7日至8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迎春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新宁县暗访督导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和其他
重点工作。

在新宁县人民医院，周迎春详细查看
医院人员出入管理、亮码测温、个人防护
等情况。在黄龙镇政府、黄龙社区、新宁县
集中隔离点、崀山北大门游客中心、水庙
镇三塘村沙石场、水庙镇新中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清江桥乡三明铁矿尾矿库、清
江桥乡政府及红星村等地，周迎春细致了
解乡镇疫苗接种、重点人员摸排管控等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情况，询问了解县乡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进展，以及生态修复、污染
防治等问题整改情况。走访信访户李林
飞，并到新一中项目建设现场、新宁县中
基燃气有限公司、北门市场督导安全生产

责任制落实情况，到夫夷江重点河段现场
查看防溺水宣传、救援保障等有关情况。

周迎春说，要坚持一个“严”字，突出
一个“快”字，强化一个“紧”字，狠抓一个

“实”字，注重一个“细”字，着力抓好疫情
防控、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中的重
点环节。要坚决守住疫情防控“新宁阵
地”，确保疫情不输入、不反弹。要时刻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属地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形成齐抓
共管的良性工作格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
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保障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顺利推进。要
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
坚决杜绝舆情炒作现象的发生。要压实责
任，严肃纪律，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
建设，为推动各项工作争先创优提供坚强
保障。

以严快紧实细的要求抓好当前工作
周迎春督导新宁县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盖雄） 8月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曾鼎新在该院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开展第十一次集中学习时
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面对当前各种挑战，扎实提升服务邵阳
大局的水平。

曾鼎新说，全市法院干警要进一步强
化政治意识，更加注重从政治上把握方向、
思考问题、推动工作，不断增强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深刻认识

疫情防控是“国之大者”，保持清醒头脑，坚
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切实把疫情防控作
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不折不扣推动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落地；要坚决扛起信访安保
工作的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
重点，盯住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好源头防
范、风险隐患排查、涉诉信访积案化解等工
作，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服务保
障邵阳工作大局，扎实开展“审判质量、效
率和公信力深化年”活动，切实推动全市法
院各项工作努力走在全省法院前列。

推动法院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张晶晶 实习生 陈海平） 8月5日
晚，市文旅广体局、市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大
祥区城管局、大祥区城南街道办等单位
学史力行、联合行动，对市体育中心全
民健身广场地摊市场开展集中整治专
项行动，对违规寄存在市体育中心广场
的儿童游乐设施进行集中清理。

市体育中心是我市一张靓丽的城市
名片，拥有“两场两馆一公园”，每天吸引
了众多市民慕名到此游玩。随着人气的聚
集，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广场地摊经济发

展迅速，儿童充气城堡、儿童电动车、蹦蹦
床、烧烤摊等各类摊贩已发展到80余家，
对全民健身广场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
响。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为保
障市民的身体健康及安全，减少群聚活
动，市区两级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此次整治
行动。整治行动从18时开始，经过跟商贩
们沟通、解释、协商后，80余家商贩都积
极配合，搬离了全民健身广场。

下一步，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还将
成立巡逻小队，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巩固“国卫”成果的要求，加大巡查
力度，严防反弹现象。

支持疫情防控 减少群聚活动
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广场劝离80余个摊贩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黄静怡） 8月4日，大祥区妇联结合当
前重点工作开展学史力行，联合市心理
学会开通“抗击疫情、暖心相伴”心理援
助公益服务热线，组织 15 名国家二级
咨询师组成巾帼志愿服务团队，为奋斗
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及有需求的市民，免
费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帮助他们缓解心
理压力，助力疫情防控。

近期，大祥妇联结合自身工作优势
和当前工作重点开展学史力行，采取积
极措施助力我市疫情防控。8月2日，大
祥妇联向全区妇联组织、广大妇女和家
庭发出“疫情防控、家家参与、人人有

责”倡议书，号召各级妇联组织提高政
治站位，做到闻令而动，主动投身疫情
防控；各级妇联干部和妇联执委凝聚巾
帼力量，做到心中有民、肩上有责，主动
参与志愿服务；广大妇女和家庭筑牢家
庭防线，做到守好小家、助力大家，主动
落实防疫要求。截至目前，全区共发动
各级妇联执委472名，积极投身疫情防
控工作。同时，于7月30日在微信公众
号推出“抗击疫情”宣传专题，及时发布
疫情防控工作动态、权威消息和注意事
项，目前已推送《留在邵阳！非必要，不
远行》等防疫宣传文章3期，助推疫情
防控宣传深入人心。

大祥区妇联积极助力疫情防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杨能广 李华） 8月3日，
新邵县治超“亮剑”集中攻坚行动
路面执法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新
田铺镇的某制砂企业进行监督检
查，提醒企业负责人及货运司机
遵守治超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杜
绝超限运输行为。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亮剑”行动
及《邵阳市关于开展“亮剑”行动治
超集中攻坚实施方案》相关要求，

新邵县自7月30日起至8月15日，
在全县开展治超集中攻坚行动。

本次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打击一批严重违法超限
行为，关停一批问题突出企业，教
育一批违法单位和个人，严肃执
纪一批失职渎职行为，促使全县
货物运输经营主体守法意识明显
增强，管控效能明显提升。新邵县

成立治超“亮剑”集中攻坚行动领
导小组，下设综合指导组、设路面
执法组、信息报送和后勤保障组，
具体负责治超“亮剑”集中攻坚行
动，做到重点时段管控到位，重点
路段布点到位，人员安排到位。

自“亮剑”专项行动启动以
来，新邵县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55人次，检查车辆1154辆，查处
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29起、货
运车辆无证运输 4 起、故意遮挡
机动车号牌 2 起，查扣涉嫌非法
营运车辆4辆。

新邵开展治超“亮剑”集中攻坚行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孙芳华 宋三龙） 8月
6日，绥宁县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消息：截至8月5日18时，该
县 15 岁至 17 岁群体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 8709 人，完成接种人群的
87.1%。

绥宁县在持续推进18岁以上
群体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同时，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扩大疫
苗接种人群范围。从 8 月 3 日起，

该县正式启动 15 岁至 17 岁群体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连日来，在位于绥宁县体育
馆的新冠疫苗方舱接种点，前来
接种疫苗的 15 岁至 17 岁未成年
人在家长的陪同下，根据现场工
作人员的引导，排队、填表、信息
录入、接种、留观，有序完成疫苗
接种。

18岁以下人群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的方式与成人相同，全程一

般需接种2针剂次。根据安排，绥
宁县 18 岁以下人群接种分两步
组织实施，其中，8月份对15岁至
17 岁人群进行第一剂次接种，9
月份对 12 岁至 14 岁人群进行第
一剂次接种。接种工作按照属地
管理、就近方便的原则，由主管
部门与学校负责通知，所在乡镇
（街道）负责组织学生持身份证
或户口簿，由监护人陪同到居住
地附近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进
行接种。

绥宁有序推进18岁以下人群疫苗接种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8月6日，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拟推
荐创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
单，我市共有5个村名列其中。

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发挥典型经验的示范引领作用，根
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民
政部、司法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开展

第二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的通
知》要求，经市县相关部门联合推荐初审，
省级相关部门评选，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审
议，拟推荐我市5个村申报创建第二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这5个村分别是：邵东
市堡面前乡大羊村、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
洞口县竹市镇向阳村、城步苗族自治县丹
口镇花龙村、新宁县清江桥乡桃花村。

我省公示拟推荐创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

我 市 5 个 村 榜 上 有 名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亮剑”行动

8月7日早晨，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竹联村、柳林村，云海气势磅礴，群峰若隐若现，与山下的绿
色田园、错落的民居浑然一体，美丽宛如仙境。城步地处越城岭山脉与雪峰山脉交会处，境内山峦起
伏，植被茂密，降雨充沛。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山村在雨后的清晨经常出现云海奇观，壮美如画。

通讯员 严钦龙 吴小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