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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 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
循，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湖南的“着力加强
保障和改善民生”，饱含着对湖南人民的无限深
情，是我们前进中不竭的动力源泉。邵阳市委、
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上，牢固树立民本理念，大力兴办民生实事，不
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切实
把总书记的重托放在心上、落到实处。

树牢为民思想，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邵阳是欠发达
地区，人口众多、基础薄弱、资源有限，民生问题
比较突出， 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艰巨。 邵阳市
委、市政府始终牢记“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
的地位”这一初心使命，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
新起点，把握新要求，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紧扣民生需要，瞄准民生
短板，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需要解
决的民生问题入手， 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
先投入到民生发展领域，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830万邵阳人民实实
在在享受到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 当务之急是
加大脱贫攻坚力度，补齐扶贫短板，坚决打好打
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明确脱贫工作目标，大力
实施精准脱贫三年行动计划， 建立健全产业发
展、劳务协作、易地扶贫搬迁、教育、健康、兜底
保障、生态“七大行动”专项工作机制，按照“两

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三率一度” 等脱
贫标准，不降低要求，不吊高胃口，保证脱贫质
量， 确保全市今年减少贫困人口24万人，400个
贫困村出列，武冈市、绥宁县、新邵县摘帽。

强化惠民举措， 坚持在改革发展中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邵阳
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和迫切要求， 加大民生投
入力度， 加快民生项目建设， 加紧民生问题解
决，加速脱贫攻坚步伐。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深入开展“保卫蓝天、守护绿水、保
持净土”攻坚行动。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确保
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逐月增加。坚决做好
水污染防治，全面落实“河长制”，实行“一河一
档”“一河一策”“河岸共治”， 市城区完成污水管
网建设， 县市区工业园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坚决开展老工业区治理，积极推进“退城入园”，
加快龙须塘污染整治，实施土壤污染治理及生态
修复工程。认真抓好信访件办理和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工作，加大环保突出问题追责力度。紧密对
接省定12件重点民生实事，坚持把就业作为最大
民生，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结构性就
业矛盾，制定完善政策，鼓励职业学校和技工学
校招收贫困家庭子女，鼓励贫困群众到本市企业
就业。 启动新一轮化解城区大班额三年攻坚计
划，年内消除超大班额，加快市一中搬迁和职教
新城建设。推进国家健康城市建设，全面完成农
村卫生室建设，做好村医配备和培训工作，全面
实施两孩政策，抓好妇幼健康、出生缺陷、生育关

怀等配套措施落实。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为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织密扎牢覆盖
城乡的养老、医疗、救助、住房等社会保障网，提
高低保、五保等特困人员供养水平。

增强安民实效， 坚持在社会和谐稳定中改善
和保障民生。 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和有效保障， 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 扎实做好群众工作， 妥善处理好群众矛
盾，着力提高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社会治理体制，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
自治良性互动。全面开展“信访法治年”专项活
动，创新开展“三无县市区、乡镇村（社区）”创建
活动；推行“以村为主”工作模式，设立村“接访
中心、信访员、信访调解委员会”，最大限度把矛
盾化解在初访、解决在基层。加快村级综合服务
监管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村级辅警、河段长、护
林员、保洁员等聘用人员联合出勤机制，提升乡
村基层组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 大力维护社会
稳定， 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和应急管理
机制，提高突发公共事件防范处置能力。大力推
进平安邵阳建设，加强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
理和“雪亮工程”建设，进一步发挥“邵阳快警”
“一村一辅警”作用，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多
元化解机制。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
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严厉打击一切违法犯罪活
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共邵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龚文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通讯员 韩雪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暑运接近尾声，酷暑还没有减弱的
迹象。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是湖南地
理位置最西的地方。我国东西交通大动
脉沪昆高速，就穿新晃而过。新晃省际
检查站作为沪昆高速由贵入湘的第一
站，高速交警的日常工作就是守护我省
“西大门”。

8月22日，头顶骄阳，记者来到省
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怀化支队新晃中
队下辖的新晃省际检查站，零距离体验
高速交警的工作和生活。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从这里出
入湖南的务工、求学、旅游人员数量很
大。酒驾、毒驾、客车超载、驾驶证逾期
等违法行为曾一度较为突出。

“您好，我们是新晃省际检查站的
民警，请您停车接受检查。”一辆从贵州
凯里驶入我省的客车停靠在检查口处，
民警走入车内对驾驶员证件信息、安全
带、灭火器、安全锤等细节进行检查。

“新晃省际检查站是我省省际检查
站中第一个实施‘入口检查制’的关卡，
自2007年建站以来， 便严格检查每一
辆入省车辆。”中队长陈世明说，入省检
查已有10余年， 途经的车辆逐渐养成
自觉停靠接受检查的习惯，驾驶员的安
全意识也不断增强。

对一辆客车的例行检查不过10分
钟，但每天通过该检查站的客运车辆有

100余台，每日例行检查的各类车辆更
是达三四百台。夏日高温，“烤”验着执
勤的民警。不到半个小时，例行检查两
辆客车的民警陈良安，淡蓝色的制服便
已被汗水浸成深蓝色。

陈良安来到新晃省际检查站工作
已有4年。 陈世明拍着他被汗水浸湿的
衣衫笑着说：“小陈刚来的时候白白净
净，3天后就像我一样变成黝黑色了。”

午饭时间， 为确保执勤不断岗，中
队12名民警轮流用餐。记者来到用餐的
房间， 感受到的是闷热。 陈世明解释：
“房子是从当地村民那里租的， 因为在
半山腰，电压不够，没法使用空调。”

正当民警大汗淋漓用餐时， 陈世
明的手机传来报警声。 这是道路缉查
布控系统传来的警报， 显示一辆由西
至东的小型车车主信息异常。 陈世明
与另一位年轻的民警立刻放下手中的
碗筷赶到收费站进行布控。7分钟后，
一辆悬挂湘J号牌的小车被民警拦截。
民警通过身份核查发现， 驾驶员罗某
属无证驾驶。

新晃省际检查站使用该系统两年，
通过对车牌信息及车主个人信息两层
审核，实时传输的信息，实现了对违法
车辆精准打击，大大提升了办案效率。

“自7月25日起，我省高速交警开展
集中攻坚专项行动， 加强对旅游客车、
客运客车和危险物品运输车的管控力
度，违法车辆明显减少。”陈世明也告诫
个别车主，不要心存侥幸，遵守交通法
规，才能行稳致远。

守护“西大门”
———新晃侗族自治县省际检查站高速交警

执勤体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