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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潇 通讯员颜雄飞）记
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运管物流工作会上获
悉，“十三五”时期，我市将构建以国家公路
运输客运枢纽、地区性运输枢纽、集散性运
输枢纽为主的枢纽站场体系。今年，全市
客运站场建设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0.27亿
元，物流园区建设完成1.18亿元。

“十三五”时期，全市客运站场和物流

园区规划重点项目37个，总投资70亿元。
其中，客运站场建设项目20个：重点整合中
心客运资源新建荆州城东客运站，依托机
场新建换乘中心，依托蒙华铁路新建沙市、
江陵、公安、石首换乘中心；物流园区建设
项目17个：重点依托港口、铁路、高速公路，
新建荆襄物流园配送中心、荆州盐卡、松滋
临港和石首、监利物流中心等项目。

2016年，加快公安县潺陵新区客运站、
荆岳物流园、石首物流中心等项目建设，力
争松滋金松客运站、洪湖客运站、荆襄物流
配送中心、监利物流中心开工建设，启动江
陵县汽车客运站（改扩建）、荆州盐卡综合
物流园前期工作；加强对社会投资建设的
客运站场和具有交通物流特征的货运枢纽
（物流园区）项目的指导与服务。

市运管物流局局长颜辉介绍，今年，通
过着力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提升道路
运输与物流服务品质，力争实现交通运输
综合枢纽中旅客转乘道路运输综合平均换
乘时间小于30分钟；全市道路货运周转量
占综合运输比重保持在35%左右；全市道
路运输与物流费用占GDP比重下降0.1个
百分点等工作目标。

“十三五”我市将构建枢纽站场体系
规划客运站场和物流园区重点项目37个 总投资70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向云）2日是农历腊
月二十四，也是中国传统的小年，为了让
滞留站内的60余名受助人员度过一个
欢乐的春节，市救助管理站举办了一场
特殊的团年宴。

当天一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按
分工各自忙碌起来：一组准备团年饭，一
组帮受助人员洗澡、换新衣服，一组来到
安置基地、定点医院看临时安置人员和
突发疾病住院人员，一组与站内的孩子
们一起忙着贴窗花、布置餐厅、摆放桌
椅。

下午5时，鱼糕、扣肉、丸子等荆沙
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丰盛的团年宴正式
开始。儿童餐厅内，放假的孩子们你一
言我一语，相互分享着学校里发生的趣
事，共同举杯许下新年愿望；成人餐厅
内，工作人员忙着照顾年纪大的受助人
员，“一大家子”开开心心过春节。

节日期间，市救助管理站还积极开

展“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加强冬季街
面主动救助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制，
全天候为前来求助的人员提供帮助：为

符合条件的求助人员及时购买返家车
票，使其尽快与家人团聚；为一时无法返
家和滞留站内的人员安排节日菜谱，准

备了品种丰富的节日食品和文娱活动，
确保在站的每一位受助人员都能度过一
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救助站里的
团年宴

加强规划 扩大布局
荆州供电公司计划建成现代化区域电网

本报讯（记者孙瑾 通讯员鄢海斌）2日上午，国网荆州供
电公司召开九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工会会员代表大
会暨2016年工作会议。副市长雷奋强出席会议。

雷奋强对国网荆州供电公司过去一年工作给予肯定。他
强调，供电公司要以更高的标准建设“坚强”电网，进一步加强
电网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管理；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投
入，扩大电网布局，优先安排精准扶贫、惠农利民和拓展市场
项目；要立足“十三五”发展，以配网建设为重点，着力提升网
改项目管控能力。

据了解，2015年，国网荆州供电公司累计完成投资24.26
亿元。售电量146.98亿千万时，同比增长3.06%。为提高供
电保障水平，公司推进不停电作业向县市延伸，共完成40条高
故障线路综合整治。

“十三五”期间，荆州供电公司将新增35千伏及以上变电
容量642万千伏安、线路1795公里，新增配电容量328.8万千
伏安，基本建成网架坚强、供电充裕、先进智能的现代化区域
电网，到2020年，供电可靠性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关爱抗战老兵
民进荆州市委启动帮扶行动

本报讯（记者赵叶秋）2日，由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委统
战部、市民政局主办的民进荆州市委“关爱抗战老兵阳光行
动”在公安县民政局启动。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荣，市委宣传
部，公安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抗战老兵授牌。湖北湘金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安县4名抗战老兵每人捐助1万元。

据了解，目前荆州健在的抗战老兵已为数不多，由于历
史原因，一些老兵生活并不富裕，有的还比较贫困。面对现
状，党和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鼓励、引导社会组织，通
过社会捐助等适当形式，对抗战老兵进行帮扶救助。民进荆
州市委在民进会员、湖北湘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诚
的提议倡导下，号召全体会员行动起来，开展帮扶抗战老兵
活动。

该活动将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抗战老兵名单，由民进志
愿者组团逐一走访、帮扶，并向每位老兵捐助1万元。

精准扶贫荆州在行动

执纪监督在路上执纪监督在路上
荆州市纪委监察局
荆 州 日 报 合办



市纪委监察局、建行荆州分行
本报讯（通讯员付军）为了让结对扶贫点的村民过一个欢

庆、吉祥、安全的春节，1日，市纪委监察局、建行荆州分行机关
干部顶风冒雪赴石首市调关镇斑竹岭村，对“结对帮扶”的48户
贫困户进行走访慰问，并对全村贫困户住房安全进行了检查。

慰问组每到一户都与慰问对象话家常，详细了解他们的
家庭收入和生活困难，并对13户土坯住房贫困户的住房安全
进行了检查、维护。慰问组负责人要求，驻村工作队员要和村
两委班子成员每人包一个组，逐户检查全村贫困户的生产生
活安全情况，特别是要加强对部分土坯房贫困户、五保户的住
房隐患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保证困难群众安全度
过雨雪低温天气。

市公安局
本报讯（记者肖潇 通讯员苏泽）春节临近，为让困难群众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市公安局机关、局直单位领导
干部集中3天时间，分别到扶贫联系点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南
湖大队，走访慰问70户“一对一”结对帮扶贫困户，为他们送去
慰问金和各类生活物资。

此外，市公安局驻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南湖大队扶贫工作
队还为首批24名贫困户子女发放了“绿芽”助学基金1.95万元，
鼓励他们刻苦学习、立志成才，圆满完成学业，早日摆脱贫困。

市国土资源局
本报讯（通讯员马一军 记者肖学盛）日前，市国土资源局主

要负责人一行赴精准扶贫联系点公安县孟家溪镇南港村，走访
慰问经过精准识别后的87户贫困户，送去慰问物资和慰问金。

该局就精准扶贫工作作出承诺：一是采取医疗保障一批、
产业扶持一批、助学扶智一批、危房改建一批、政策兜底一批
的办法，实行挂图作战。二是精心制定脱贫攻坚工作方案，按
技术脱贫、生产脱贫进行分类帮扶，逐一落实到户、到人头。
三是主动帮助成立稻虾连作专业合作社，扶持大棚产业，协助
解决生产用电改造，在资金和服务上积极参与村级阵地建
设。四是全体干部职工人人签订《结对帮扶贫困户承诺书》，
实行“一对一”结亲、“一对一”帮扶。五是加快土地整理项目
建设，实施孟家溪镇（南港村）高产基本农田项目1个，建设规
模约7000亩，投资额1029万元。

昨日上午，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一行走进荆州克权医
院，看望慰问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的省劳模、风湿病专家李克
权，为他送上新春祝福及慰问金。猴年春节临近，市委人才办
向我市专家级优秀人才致以节日的问候，并鼓励他们在加快
推进壮腰工程、实现荆州振兴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

市委人才办

走访慰问优秀专家人才

以女儿考取大学为由违规宴请，监利
县城市客运管理所原副所长付某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并被免去职务。

履新之际接受迎来送往、参与宴请，监
利县三洲镇卫生院原院长郭某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并被免去职务，离其履新院长职位
不足一个月。

……
这一起又一起案件，是监利县从严整

肃作风问题的缩影。
2015年，监利县驰而不息纠治“四风”

和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先后查处曝光相
关问题98个，给予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218人，其中免职13人、撤职13人，下发通
报17期，平均每20天即下发一期通报。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陈孝俊表示：“高压态
势推动了基层党风的明显好转，坚持挺纪
在前，动辄则咎，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生
态环境。”

持续暗访 强化震慑
“现在‘牌场子’开门了也没人来，所以

干脆关门了。”监利县江城路步行街某居民
楼一楼业主张女士说，过去她靠开“牌场
子”赚钱，时有党员干部光顾，现在县里经
常组织暗访，“牌场子”门庭冷落，只好改行
做起了早餐生意。

针对工作纪律、公款消费、违规宴请、
带彩娱乐等问题，县纪委监察局坚持明察
暗访常态化，同时对群众举报的相关问题
在第一时间调查核实。

县纪委监察局平时组建三个暗访专
班，重要时间节点协调财政、审计、公安等
相关部门人员加大暗访力度，做到监督检
查不间断，形成“高压”气场。2015年，先后
组织明察暗访120余次，常态化明察暗访
成为推动工作的有力抓手，震慑效果明显。

严查重处 动辄则咎
监利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兼户政管理中队中队长雷某，超越权限批
准在县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理户口迁移手
续的干警休假，导致办证人无法当日办理
户口迁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事发后，有人议论：“因为这点小事，犯
不着处分，给予当事人批评教育即可”。

“群众之事无小事，‘小事’看出‘大问
题’”，对此，县纪委旗帜鲜明：党员干部要为
民办实事，工作失职导致群众“办事难”，是
作风不实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监利县纪委监察局突出落实八项规定
精神这个重点，2015年查处违反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45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
处理52人，其中免职10人，撤职4人，7名
领导干部因本单位出现违反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被问责。

同时，围绕维护群众利益这个焦点，扎
实开展农村基层“小官巨腐”问题、涉农资金
管理使用方面损害群众利益问题、财务票据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5+3”专项整治工作，
2015年下发整改通知书57份，立案查处33
件，给予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89人。

扎紧“笼子”压实责任
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监利县坚持问

题导向，正本清源扎紧制度“笼子”。
出台“八个一律免职停职”纪律规定，

凡公款旅游、滥发钱物、违规宴请、同城吃
请、午餐违规饮酒、工作时间参与带彩娱
乐、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红包礼金等，对相

关责任人一律先免职或停职再调查处理，
在全县引起了强烈震动。

出台月度落后工作“5+X”督办、末位
淘汰等一系列刚性制度，有效遏制了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

出台落实“两个责任”的办法，建立日
常督查、年中检查、年底考核、民主测评“四
位一体”的考评体系。先后对落实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20名党员领导干部给
予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倒逼各级领导干
部将“两个责任”扛在肩上、将作风建设抓
在手上。

监利县作风建设成效在“东方之星”客
轮翻沉救援善后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陈孝俊表示，将持续发力，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让好作风成为新常态。

让好作风成为新常态
——监利县从严整肃“四风”问题纪实

□ 通讯员 黄叶武 吴丹

本报讯（记者伍丹）2015年荆州市民间
工艺技能传承人才名单近日公示，荆楚粉
画大师郝芳拟被评为市民间工艺技术能
手。记者获悉，郝芳目前正在对熊家冢出
土的双龙玉璧进行描摹创作，今后他会将
荆楚粉画与荆州景点紧密结合，通过创作

“画说荆楚”、“古城胜景”两个主题来对外
宣传荆州、展示荆州。

何为荆楚粉画？它是郝芳创造的一种

全新画种，借鉴和吸纳了中国古代岩画、楚
时期壁画和帛画的绘画技法、色彩特点，利
用现代科技工具、木板和各类矿物质粉末、
彩色粉笔、碳、石灰等创作的一种新绘画方
式。目前已申报注册商标和固画技术国家
专利。

据了解，郝芳研究粉画近 30 年，从
2013年开始，将其画法与荆楚文化相结
合。记者在郝芳的工作室看到，其创作的

画多与荆楚文化有关，楚庄王威严孤傲，双
眼炯炯看着前方，整个人物跃然画上，轮廓
分明；关公、张居正、孙叔敖、楚乐表演、博
物馆馆藏文物经过色彩的描摹，仿佛穿越
时光，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郝
芳表示，他将继续努力创作，将荆楚粉画与
荆州景点紧密结合，为丰富城市文化旅游
内涵注入活力，成为荆州传播荆楚文化的
一张新名片。

树立道德标杆
弘扬社会正气
石首开展慰问道德模范活动

本报讯（特约记者陈文钦 通讯员席
鑫）为弘扬道德模范和先进楷模精神，引
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关爱、崇尚、争
当道德模范和先进楷模，营造文明向上的
社会风气，2日，石首市“四大家”领导下
村入户，登门看望慰问53名获得中国好
人、湖北好人、荆楚楷模、感动荆州人物
等荣誉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为他
们送去慰问信和慰问金，并对6名特困
先进个人每人发放5000元扶贫资金。

近年来，该市通过开展“荆楚模范”、
“湖北好人”、“十佳道德模范”等评选活
动，广泛发动群众推荐评选身边的好人
好事，挖掘了一批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
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树立了一批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的道德标杆，营造了弘扬“最
美”精神、争做“最美石首人”的浓厚氛
围，在社会上形成了好人受尊重，典型受
推崇的积极反响，赢得了全市上下的广
泛赞誉。

本报讯（记者肖潇 通讯员谭逸）2日，
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办公室组织犯“节日
病”的25名出租车驾驶员停车停运集中学
习。这是市客管办针对出租车“节日病”打
出的“即查即处、从严从重”整治重拳。

春节临近，出租车拼客、不打表、擅自

涨价、拒载等违规经营行为有所抬头。在
加强市场现场管控的同时，市客管办将实
行“即查即处、从严从重”整治措施，以最快
速度严厉打击违规经营，维护城市公共客
运市场正常秩序。

市客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将进一步完

善服务监督投诉处理机制，依托 0716—
8466822服务质量投诉举报平台，实行当日
投诉信息当日汇总，立即核实；相关投诉一
经查实将从严从重查处，按有关政策法规进
行上限处罚；责成违规驾驶员停车停运一
周，驾驶员须对相关法规进行集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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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客管办重拳整治出租车“节日病”
一经查实 停运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