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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城市报讯渊通讯员 刘其洁冤日前，
邵阳市召开 2019 年春节前全市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联席暨工作推进
会，分析春节前农民工工资保障工作
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保障工作。
历年来，
邵阳市委、市政府高度关
心和重视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
通过各级各部门的努力，我市涉及农

欠薪人数、欠薪金
民工欠薪的案件数、
额等主要指标逐年下降，农民工工资
支付保障情况总体平稳。
会议指出，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
工作直接关系到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关系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
正义。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提升民生情怀，必须坚决贯彻

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有关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
；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
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迅速开展欠
薪隐患排查和专项检查，限时解决欠

薪问题，依法严厉查处拖欠工资行为，
要强化责任意识，
及时做好应急处置；
确保工作实效，通过压实工作责任、加
强督查问责、
发挥考核作用、加强舆论
引导等举措形成工作合力，进一步采
取坚决有力措施，扎扎实实做好 2019
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城市时评
创文在行动

志愿者为
全市野创文冶
助力
城市报讯 渊记 者 石 金
玉冤11 月 30 日上午，为响应
全市创文工作的号召，志愿
者们走上街头，打扫清理沿
街路面，用实际行动为全市
助力。
“创文”

邵阳市首届市直机关单位足球联赛落幕
城市报讯渊记者 罗中利 通讯员
邝薇冤12 月 2 日，随着最后一场比赛
终场哨声响起，
“我爱足球”邵阳市第
一届市直机关单位足球联赛在市体
育中心体育场落下帷幕。经过激烈争
夺，邵阳学院教职工队勇夺冠军，市
公安局队、市住建局队分获亚军和季

军。
本次比赛由市文体广新局、市直
机关工委等单位主办，市足球协会承
办。比赛吸引了市直机关 16 支球队
的 400 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半年的
激烈争夺，共进行了 120 场比赛，营
造了浓厚的足球氛围，为市民呈现了

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足球盛宴。
当天下午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共
颁发了冠军、亚军、季军、道德风尚
奖、优秀组织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
门员奖、最佳教练奖和最佳裁判员
奖。

邵东院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推进特护期蓝天保卫战
城市报讯 渊通讯员 刘志荣冤11
月 29 日，邵东县召开蓝天碧水保卫
战调度会，就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
县监察
调度。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
委主任欧阳学主持调度会。会议专题
研究部署特护期蓝天保卫战工作，就

11 月以来邵东县空气质量变差、全
省排名后移的情况等进行研究部署。
据了解，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该县从 12 月 1 日开始，将组织 10 个
巡查小组，对工业窑炉、燃煤锅炉淘
汰、餐饮油烟治理、施工工地扬尘、汽

车尾气排放、渣土运输、垃圾秸秆露
天焚烧等方面的问题开展 24 小时不
间断巡查，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确保在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中保持前 70 名。

精准扶贫在邵阳

工作队进了村
城市报讯 渊记者 黎成军 通讯
员 李金科 申凯冤 11 月 29 日，隆回
县岩口镇枫井坪村举行了“助推脱贫
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对罗开忠
等 3 名优秀共产党员、文芬树等 4 名
好人好事先进个人、马和英等 7 名农
罗德池等 9 名脱贫致富能
家好媳妇、
手进行表彰。
枫井坪村是一个深度贫困山村，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28 户 435 人，
今年预脱贫 44 户、
157 人。湖南省农

贫困村变了样

业集团派工作队驻村后，狠抓党组织
建设，枫井坪村由原来的软弱涣散组
织村成为岩口镇宣传基层党建工作
的样板村。
今年以来，该村修复、修建灌溉
引水渠 4 公里，对 25 口山塘进行淤
泥清理及山塘四周塘堤硬化加固，提
升水塘的蓄水功能，完成危房改造 6
户。销售红薯 103 吨，让 127 户农户
受益;种植玉竹 200 亩，种植烤烟 250
亩，出售烤烟 23800 公斤，为广大村

阴社址院湖南邵阳市宝庆西路广电中心四楼

民创收 60 余万元。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
“在帮扶队员的精心帮扶下和上
级领导的关怀下，
贫困户和村民得到
摸得着。这次脱贫
的实惠都看得见、
攻坚表彰活动鼓舞群众脱贫斗志，坚
定村民脱贫信心。”岩口镇枫井坪村
村主任罗开兵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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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明星冶应成为
更具操守的
野上层人士冶

阴卢学义

近段袁野明星冶们偷税逃税违
法行为被闹得沸沸扬扬袁千夫所
指袁人们对野明星冶的职业操守质
疑遥 恰在这时袁一位空姐在网上
发表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院野大
明星冶刘诗诗在一次乘坐了头等
舱下了飞机后袁空姐在整理卫生
时野惊奇冶地看到袁刘诗诗将卧具
整理得工工整整袁卧室清扫得干
干净净遥于是空姐惊呼院野刘大明
星这么有修养袁真了不起浴 冶
长期以来袁一些明星不守公
德袁不重操守袁不循规矩袁不讲卫
生的负面新闻比比皆是遥野明星冶
本来是公众人物袁这些野上层人
士冶 们的一言一行备受社会关
注袁他们从事的是教育人尧启迪
人尧鼓舞人尧引导人的崇高职业袁
他们更应遵纪守法袁更应循规蹈
矩袁以自身良好形象去感染和影
响他人袁做到既言教袁又身教袁这
样才能事半功倍遥 但事实上袁有
些名人们自恃高人一等袁自以为
可能游走法律之外袁自认为可以
不守公德袁无人敢管遥 于是乎颐
指气使袁趾高气昂袁傲慢无礼袁喝
三令四遥 他们偷逃税收袁吸毒贩
毒袁他们酒驾醉驾袁打架斗殴袁他
们包养野小三冶袁玩弄异性袁他们
粗野低俗袁言行不检袁对此引起
了民众的公愤袁 遭到大众的遣
责遥
野明星冶 何以如此放肆地为
所欲为袁 如此胆大妄为地置法
律尧道德于脑后袁他们就是有恃
无恐 袁自认为很有钱袁什 么 野底
线冶野红线冶野双黄线冶袁 他们都不
放在眼里袁记在心上遥 这种没有
自制尧自审的自我放大袁往往遭
人唾弃袁被时代所抛弃遥
当然袁明星中也不乏德艺双
馨的翘楚者袁 他们越是事事作
则袁时时垂范袁越是受人敬重袁被
人仰慕遥
我们真诚地希望袁明星们都
应成为有操守袁 守公德的典范袁
都应成为人之楷模的文艺工作
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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