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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引领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思想博大，凝心
聚力，催人奋进。”11月15日，邵阳市委书记龚
文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邵阳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任务重、困难多、压力大，必须付出
更大努力， 以抓铁有痕的韧劲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到实处。

龚文密介绍，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
务， 全市上下正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的热潮。通过深入开展“新时代、新邵阳”
学习十九大精神系列宣传活动， 通过市委常
委会领学、带学、促学，通过党的十九大代表
和组织宣讲团宣讲，推动十九大精神进企业、
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确保十九大
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龚文密表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必须在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加快建
设“二中心一枢纽”上做实。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的关
键是产业，邵阳的短板在产业，潜力在产业，
“二中心一枢纽”建设的关键也在产业。邵阳
要立足地处我省东西部“过渡带”和四大板块
“结合部”的新坐标发力，把加快产业发展作
为主攻方向，以“产业兴邵”加快“二中心一枢
纽”建设进程。今年,市委作出了加快产业发展
的决定，推出了“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

新举措， 实施了市级领导挂点抓产业的责任
制，形成了全市上下抓产业的良好氛围，取得
了较好效果，一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
营企业500强陆续落户邵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党的十九
大报告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 龚文密说，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
做实。邵阳还有近60万贫困人口，占全省六分
之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困难，用勇于担
当的肩膀顶住压力，动员一切力量，真扶贫、
扶真贫，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力争今年实
现21万贫困人口脱贫， 到2019年实现所有贫
困县摘帽，2020年与全省一道同步实现全面
小康。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的要求，扎实推进各项民生工
程。大力实施文化强市战略，推进市县乡村文
化设施“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公安、消防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年内建好村级卫生
室， 完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及中小学校
规范化建设，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回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关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建设现
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这对于拥有
绿水青山的邵阳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龚文密说，“邵阳将坚持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着力推进南山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推进美丽乡村、 健康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活动。”

“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奋斗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压舱石’。”龚文密
说，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在全面从严
治党上做实。“我们将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要求，旗帜鲜明地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讲政
治作为根本要求，确保十九大精神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在邵阳大地落地生根。要旗帜鲜明抓
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和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要旗帜鲜
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三化’工程和‘四个全覆盖’，使基层党的组织
成为新时代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要旗帜鲜明
抓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学习本
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
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
领、驾驭风险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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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心心逛农博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万检新)连日来，岳阳、张家界、郴
州、永州、怀化、娄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等地精准对接中央要求，主动作为、积极
行动，全力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11月22日，岳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忠雄主持召开岳阳市深化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 传达
学习中央、 省有关会议精神， 原则通过了
《岳阳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目前，岳阳市成立了深化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胡忠雄任组长，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李挚任副组长。 召开了县市区纪委
书记座谈会， 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等基础工
作， 广泛开展谈心谈话， 加强与市人大衔
接，明确市县两级人大会召开时间。

11月22日，张家界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虢正贵主持召开张家界市深化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会议， 传达贯
彻落实中央、 省委有关文件及系列会议精
神， 部署安排全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目前，张家界市成立了深化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虢正贵任组长，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余怀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袁美南任副组长。

11月17日，郴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易鹏飞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 传达贯彻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和省深化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全市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强调
要全面把握改革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时
间节点和关键环节， 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
要求，做好协调衔接工作，确保改革工作有
序、有力、有效。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已成立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制定好“施工图”和“时
间表”。

11月16日，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 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小组组长李晖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
抓住关键环节，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11月20日， 永州市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召
开会议， 进一步明确各组的工作职责和工
作任务，实行组长负责制，对各组的工作进
行统筹安排，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11月16日，怀化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彭国甫主持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
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
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和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 成立了以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国甫为组
长的怀化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
组，制定了《怀化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目前，怀化各县市区都成立了
相应工作小组， 全力以赴抓好改革试点工
作。

11月15日，娄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荐国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议，传达中央、省委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有关会议精神， 专题研究部
署全市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荐国任组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勇任
副组长的娄底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小组及办公室。11月20日， 娄底市纪委
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出台了《娄底市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

11月17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
委书记叶红专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和省深化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
成立了以州委书记叶红专为组长的湘西州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结合湘
西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出台相关文件，全面
推开改革试点工作。11月21日， 州纪委召
开县市纪委书记座谈会， 传达学习全省纪
委书记座谈会精神， 对全州改革试点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确保按路线图、时间表落小
落细落实。

岳阳张家界郴州永州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地对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确保有序有力推进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市（州）委书记访谈
以抓铁有痕的韧劲
落实好十九大精神

———访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刘倩）今天，农博会进入第5天。记者在
现场看到，接近尾声的农博会人气只增不减。

上午8时30分， 离开馆时间还有半个小
时，馆外已排起长队。9时，馆门一打开，大家
在管理人员疏导下，争先恐后进场。

“这个面很好吃，相当有嚼劲，每天都会
断货……”在W2馆展厅里，潢川空心贡面展
位前挤满了人，王师傅一边介绍自己的产品，

一边招呼客人，忙得很。
在国际馆， 家住开福区的黄遥先生在和马

来西亚客商谈燕窝买卖， 很快成交。 黄遥花
3700多元，买了250克燕窝。“这个燕窝品质好，
价格也不错。” 黄遥开心地告诉记者，“这几天，
我几乎每天都来，买东西总共花了近万元。”

和大多数人来购物不同， 有相当一部分
人是来收获好心情的。在E1馆长沙林业博览
馆内， 大学生张燕一边参观一边拍照。“这个

馆设计得太漂亮了， 会让你有一种掉入森林
的感觉，一眼望去满地‘绿荫’，很有拍照的冲
动。”张燕开心地说。

在非遗展馆， 几位剪纸艺人正在展示传
统剪纸艺术， 一张张普通的纸张在艺人们手
中很快变成可爱、美观的图案，吸引不少人围
观。省剪纸研究会副会长林戈告诉记者，她钻
研剪纸艺术近50年， 希望更多的人学习、传
承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艺术。

农博会近尾声，人气只增不减
市民购物收获好心情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

这几天，在农博会现场采访，遇见不少美
好的东西，神农茶都展馆的“暖心茶”就是其
中之一。“逛累了，进来坐坐，喝杯热茶”……
神农茶都展馆外，写着几句爱心提示，颇让人
感到温暖。 旁边放着一桶热茶和茶杯。 逛累
了、渴了的市民，随时可以来这里喝喝茶，还

可到馆内坐坐。
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茶都展馆，是一个值

得坐坐的地方。展馆门口，竖立着两捆高达4米
的云台山“世界茶王”万两茶，据说都是陈年老
茶。展馆内，设计以绿色和茶文化为基调，大气
而有品位。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当属一幅茶祖神
农白布画像，画中的神农慈祥而又庄严。

里间各种布置也显得特别雅致。 穿着汉

服的女生轻轻歌唱，如天籁之音，带给你无限
遐想。穿着汉服的男生在演奏轻音乐。茶艺师
在忙着泡茶，敬献给入馆客人。厂商，有的在
现场制茶，有的在与客商洽谈，有的在和客人
讲茶道，一幅忙碌而和谐的画卷。

据介绍， 长沙市雨花区近年来将茶产业
作为重点培植的文化产业之一， 给予大力支
持，产业发展迅速。与高桥大市场一街之隔的
神农茶都，2013年投入营运，如今已入驻300
多家企业，国内大多数品牌归于此。这次展馆
里，展示了11个品牌。

逛累了，来杯“暖心茶”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杨芳）在常德市追逃办的大力督促下，澧
县纪委、检察院、公安局联合专案组近日将
携款潜逃 21年的公职人员胡一民押回澧
县。

据了解， 胡一民案发时系澧县人民法院
洪湖法庭审判员。1996年7月9日，其携带澧县

某企业的拍卖款21.3万元潜逃，县人民检察院
于当天对其贪污潜逃一案立案调查。多年来，
澧县一直没有放弃对胡一民的追逃工作。今
年9月，县纪委组织县检察院反贪局、反渎局、
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精干力量成立胡一民追逃
联合专案组。

经过两个月的走访摸排， 专案组全面掌

握了胡一民的相关信息，获取重要线索，锁定
胡一民在湖北宜昌。 县追逃办立即组织检察
院、 公安局30余名精干力量赶赴湖北调查摸
排，连续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锁定了胡一
民的落脚点。通过精心策划、仔细布控，专案
组民警于10月31日将胡一民抓获，并于11月1
日凌晨将其押回澧县。

携款潜逃21年 终被抓获归案

戏曲进校园
11月22日，演员在表演花鼓戏。当天，“高雅艺术进校园”南华大学戏曲专场演出举

行。为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戏曲欣赏水平和兴趣，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开展“送花鼓
戏入校园”系列活动，让传统戏曲走进校园，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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