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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刘芸 宋初发
龙松娥）“咱们村路灯装好一个月以来，
我们夜间出行真是方便多了！”11 月 22
日，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兰家村的杨晟
昌感慨道。

今年10月，湖南建工集团乡村振兴驻
村工作队为兰家村主干道安装了260盏路
灯，有效解决了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进
一步改善了村民的人居环境。这是绥宁县
精准发力推进驻村帮扶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绥宁县全面贯彻“摘帽不
摘帮扶”的要求，不断推进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精准选派驻村
力量，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严管厚爱激发
驻村干部的干事热情，确保了驻村帮扶各
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地。

据悉，绥宁县共派驻107支驻村工作队
311名驻村工作队员，坚持县级领导示范带
动、后盾单位强力推动、分类统筹上下联动，
5630名结对帮扶干部继续对脱贫户进行结
对联系，新识别的518户监测户安排领导干
部结对，实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帮扶，每季度
开展入户走访活动。该县以“四不两直”方式
对驻村帮扶工作队工作作风进行常态化督
查，今年对队员在岗在位情况随机抽查135
个村次，责成派出单位约谈12人，扣罚绩效
考核奖金12人次，并点对点督办、限期整改
问题。此外，建立定期谈心谈话和走访慰问
机制，帮助驻村队员解决实际困难，激发他
们的工作热情，并实行驻村帮扶后盾单位与
驻点村工作责任捆绑，促进共同发力。

为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
更加稳固、成效更加持续，绥宁县大力推进
就业帮扶基地、就业帮扶车间等载体建设，
促进脱贫人口就近就地就业，吸纳脱贫人
口就业24673人。同时，以“美丽绥宁、活力
绥宁、幸福绥宁”为目标，通过一系列有效
措施，切实保障改厕质量，今年已完成改建
卫生厕所3327座。此外，统筹整合资金发展
产业，安排农村产业发展项目资金11668.1
万元，用于种养加等产业发展、小额信贷贴
息、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产业技能培训、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扶持村级集体经济产业
等，全县种养加产业项目开工率已达100%。

绥宁县 坚持精准发力 提高帮扶实效

“全会精神进苗乡，英雄功
绩永难忘。开创未来团结紧，乡
村振兴谱华章。”12月3日上午，
在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
的湖南海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会议室里，山歌悠扬、歌声
如潮，刚刚成立的城步印象山歌
艺术团的歌手们，正与该公司十
余名员工一起，在山歌指导老师
杨国荣的带领下学唱山歌，以山
歌传唱的形式宣讲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今年51岁的杨国荣是该县
兰蓉乡新寨村人，系海辰文化公
司员工。他从小就喜爱唱山歌，
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现编现唱山
歌，而且可以用十多种不同的山
歌腔调唱山歌，并能把山歌腔调

与流行歌曲、戏剧融于一体，让
听众在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表
现形式中享受山歌艺术表演。

“希望新编写和传唱的这3
首山歌歌词，能在美丽苗乡逐渐
传播开来，成为大家学唱山歌、
贯彻全会精神的范本。”杨国荣
兴奋地说。近年来，他积极研究
创新山歌传唱方式，把山歌的传
唱方式分为原生态、次生态、新
生态三种。这次传唱和宣讲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他采取的
是原生态唱法，就是以城步土话

和四区腔调为基础编写歌词，从
身边的山歌歌手教起，逐渐下到
企业、学校、社区教唱。

当天上午，海辰文化公司领
导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行了宣讲。在接下来一遍又一
遍的山歌学唱中，山歌歌手与该
公司的员工们进一步加深了对
全会精神的理解和学习。学唱山
歌十分认真的海辰文化公司员

工米清香、戴林良介绍，公司十
分重视山歌文化，经常组织员工
们学唱山歌。近段时间，该公司
正在组织员工们认真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知道城步印象山歌艺
术团以山歌形式宣讲全会精神
后，马上通过杨国荣老师邀请歌
手们到公司来，让员工们与这些
优秀山歌歌手一起，学唱山歌、
贯彻全会精神。

当天，城步印象山歌艺术
团的歌手与员工们还分别到人
流较多的公众场所，现场教唱
山歌，获得群众的广泛关注和
好评。 (下转8版)

山 歌 声 声 颂 党 恩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阳望春 王祥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肖斌辉 唐成华 陈涛） “今天我们代
表新邵县人民法院依法向你送达行政裁
定书，依法冻结你的银行存款及微信账
户，请你尽早将违建房屋的罚款和滞纳金
缴了，如不缴纳将会受到更严厉的法律制
裁。”12月1日，新邵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
县居民曾某下达行政裁定书。

这是新邵县人民法院支持县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执法的一个缩影。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一些群众
对城管执法行为的不理解造成了行政处
罚执行难。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成效，
破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的执行难问题，
新邵县人民法院采取一系列举措助推城
管执法工作，为大美新邵、整洁新邵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新邵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主动走进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共开

展法律讲座 5 场次。法官结合具体的案
例，重点对行政处罚的基本依据、行政处
罚的种类和设定、行政处罚管辖和适用等
内容进行讲解，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的难点、疑点问
题进行答疑，提高城管执法人员依法办
事、依法履职的能力，强化其依法行政、文
明执法的意识。

近年来，新邵县人民法院加强与县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沟通交流，建立起行政
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除了对城管执法人员
日常办案遇到的困难进行答疑外，该院综合
审判庭注意收集城管执法方面胜诉及败诉
的典型案例，进行胜、败诉剖析，有针对性地
开展法规研讨、案件研讨等“以案说法”活

动，为城管行政执法提供借鉴和参考，帮助
他们专业、精准、规范、文明执法。

新邵县人民法院还积极加大对行政
执法个案的支持力度。今年来，该院共办
理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申请的行政
非诉案件及非诉行政执行前财产保全案
件 40 余件，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冻结
罚款金额及滞纳金400余万元，对拒不配
合城管执法的违法者起到震慑作用，让该
局的行政执法行为得到了强有力的法律
保障，进一步树立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
威。同时，通过个案以点带面，不断提升群
众的文明素养和法律意识，尽可能从源头
上减少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助推大美新
邵建设。

新邵县 行政司法联动 破解执法难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陈斌） 11月27日，市、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隆回·长鸿国际箱包产业园开工仪式在隆回
县高新区举行。

隆回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抢抓政
策机遇，按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头
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区、国家重要先进
制造业基地、支撑中西部地区崛起重要增长
极”的战略定位，突出轻工智能制造、富硒农
产品加工“一主一特”，创建“五好”园区。

今年来，该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快速推
进园区建设。此次开工建设的隆回·长鸿国际
箱包产业园是隆回高新区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该项目占地253亩，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
方米，内有标准厂房、企业独栋、电商运营大
楼、人才公寓等，是隆回高新区第一个综合性
的现代化专业园区。园区将通过整合和优化
箱包产业上下游供应端，推动箱包产业向中
高端、多元化方向发展。该项目分三期进行建
设，目前一期的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年上半年全
部达到交付条件。

据介绍，该项目已经对接皮具箱包、轻纺服饰类企业
200多家。当天，来自珠三角、长三角的12家箱包行业和关
联企业现场签订了入园协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20亿元
以上的产值，解决就业岗位2万余个，为隆回促进产业集群
发展增添新动力。

隆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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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吴智睿）

“终于盼到这一天，我有自
己的卧室了！”11 月 21 日，
小梦激动地对志愿者说。

小梦是“宝贝小屋”项
目在邵阳县救助的 5 名对
象之一，当天，邵阳县 5 个

“宝贝小屋”改造全部完成。
据了解，“宝贝小屋”是

由中国太保产险湖南分公
司出资、湖南省大爱无疆青
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牵头开
展的一项以改造 7 至 16 岁
事实孤儿家庭生活、学习环
境的公益活动。

今年 8 月，共青团邵
阳县委联合中国太保产险
邵阳市中心支公司、大爱
无疆团队以及该计划的合
作伙伴邵阳县德泽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完

成了“宝贝小屋”项目救助
对象评估走访，5 名符合
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被纳入“宝贝小屋”改造项
目名单。

改造基于现有的房子
进行。布线、地面硬化、刷腻
子灰、家具进场......房间改
造逐步完成。11月21日，志
愿者们为 5 个“宝贝小屋”
送去床上用品和台灯等生
活和学习用品。

“宝贝小屋”，房间改造
不是终点。小屋建成后，项
目组织志愿者与“宝贝小
屋”儿童结对，为他们的成
长和学习提供必要的帮助。
还将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开
展各类亲情陪伴活动，包括
同过传统节日及参观博物
馆、科技馆等，让孩子体验
丰富多彩的生活。

“宝贝小屋”点亮希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员 刘昊 蔡志栋
夏郴） 12 月 2 日，迎着冬
日暖阳，北塔区田江街道谷
洲村村民朱可生挑着一担
刚采摘的蔬菜走在刚改造
好的资田路上，开心地说：

“之前路面坑坑洼洼的，一
点都不好走，现在又平又舒
服，真好！”

资田路是谷洲村的一
条主干道，长期以来由于车
流量较大、载重车辆较多，
致使路面损毁、凹凸不平，
为群众出行带来不便。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田江街道谷洲
村“两委”和驻村工作
队广泛听取民声民

意，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了解到该
村的情况后，区政府和街道
办都高度重视，根据路面损
毁程度，制定了路面“白改
黑”方案，对该路段实施全
面改造。11月30日，该路段
改造工程竣工通车。

谷洲村党支部书记禹
邵柏介绍，下一步，将对接
相关部门对道路两侧的绿
化、亮化工程进行部署安
排，“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
福感和村庄的宜居度，让这
条道路成为我们村乡村振
兴的致富路”。

路面“白改黑”出行更舒心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月 4 日，城步苗族
自治县儒林镇清溪村，志
愿者们在古民居群一四合
院内清除杂草。

在 12 月 5 日“国际志
愿者日”到来之际，城步
苗族自治县爱心义工协
会组织会员来到清溪村
古民居群，开展捡拾垃
圾、清除杂草、清理“牛皮
癣”等学雷锋服务活动，
扮靓美丽古村。

清溪古民居始建于
明末清初，至今保存有较
完整的四合院 110 余座。
2016年11月，清溪古村被
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

通讯员 严钦龙 摄

12月2日，新邵县小塘镇人民政府联合司法所、派出
所开展“国家宪法日”主题宣传活动。今年来，该镇扎实推
进法制宣传，先后开展法制宣传60余场，做到“街上有摊、
校园有展、群里有赞”。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通讯员 童中涵
摄影报道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