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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昨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黄汉桥到

市精神卫生中心、市光荣院、市儿童福利院
等优抚事业单位以及困难优抚对象家庭走
访慰问，送上新春祝福。

在市精神卫生中心，黄汉桥听取相关
情况介绍后，对坚守在精神康复一线的医
护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不断增强业务
水平，发挥更大的医疗优势。

在市儿童福利院，小朋友们高兴地围
在黄汉桥身边，其乐融融。黄汉桥叮嘱工
作人员和老师，孤残儿童更需要关爱和呵
护，一定要精心组织和安排，为他们健康成
长创造良好环境。

困难优抚对象万作明是三级残疾军
人，2004年被诊断为膀胱肉瘤样癌，靠每
月国家定期抚恤金、护理费和城镇低保维
持生活。黄汉桥感谢他为国防事业所作的
贡献，叮嘱他保重身体。

1日下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松
一行先后前往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市军休
一所、市军休二所走访慰问，送去节日的关
心和祝福。

在福利院内，曹松先后察看了食堂、宿
舍、活动中心，他亲切地对工作人员说：“你
们一直默默无闻照顾弱者，为社会作贡献，
很高尚，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军休一所和军休二所，曹松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老军人致以节日的问候，他
说，老同志们为国家和平与富强作出了贡
献，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大家，祝愿老同志
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2日上午，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曾
君前往市一医对住院老干部万豪进行慰
问，为他和家人送去党的关怀和新春祝福。

今年84岁的万豪是一名信访干部。
自1950年工作以来，在信访岗位工作多
年，1993年退休，此次因脑梗塞住院治疗。
刘曾君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和目前的
治疗情况，嘱咐老人安心养病，并祝愿他早
日康复，健康长寿。

1月29日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曾
庆祝走访慰问了市直机关部分困难党员，
为他们送去慰问金，祝福他们过一个祥和、
美好的新春佳节。

曾庆祝一行来到荆州区梅村4组陶孝
海家中，详细询问其生活状况后，得知陶孝
海的父母常年吃药，岳父患淋巴癌，岳母患
类风湿性关节炎，老人们每年的医药花费
将近4万元，且妻子目前待业在家，生活比
较困难。曾庆祝鼓励陶孝海困难只是暂时
的，要对生活充满信心，日子一定会慢慢好
起来。

在荆州区南湖路，曾庆祝亲切慰问了
市安监局职工朱朝阳，嘱咐他要一如既往
地努力工作，勇敢面对当前困难，相信新的
一年会有新的收获。

1月28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守卫先后走访慰问了我市部分老专家、老
艺人、老归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和美好的新春祝福。

王守卫一行先后登门慰问滕壬生、张
绪球、彭浩、胡曼、江金钟、彭德昌、陈美文
等老同志和专家学者。每到一户，王守卫
都与他们促膝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饮食
起居和健康状况，认真听取他们对当前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
关心和支持荆州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帮助和带动中青年文
化工作者更好更快地成长成才，推出更多
服务大局、紧贴实际的学术成果。王守卫
还嘱咐随行人员要妥善照顾好老同志的生
活，让他们幸福安康。

1月29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市总工会主席王守卫先后来到荆州区白龙
村和沙市区委大院，慰问困难优抚对象金
玉林和市级劳模张旭萍。

今年14岁的金玉林，3岁时被确诊为
脑瘫加轻微癫痫病，现在在荆州特校就
读。去年，劳累过度的父亲又被检查出患
有强直性脊柱炎，不能干重活，一家靠母亲
卖水果维持生活。王守卫勉励金玉林一家
要坚强，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他们，并嘱咐市
残联工作人员，政策要多向此类贫困家庭
倾斜，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在市级劳模张旭萍家中，王守卫对张
旭萍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服务表示感谢，
称赞她精神状态好、传递正能量，值得广大
干部学习，祝愿她身体健康、新春快乐。

1月29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守卫对扶贫点——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纪
南镇牌坊村部分贫困户进行了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去了新春的祝福。

牌坊村5组贫困户冯堂华眼部有残疾，
基本上只能生活自理，家里的重担都落在
了妻子身上，唯一的女儿因家庭贫困，高中
没有毕业便已辍学，外出打工。王守卫嘱
咐随行干部，要与他女儿多交流，可以通过
职业培训，学习一技之长，找一份合适的工
作，争取让家庭早日摆脱贫困。

贫困户村民董启法年事已高，家庭条
件比较差，王守卫给他送去了慰问金，叮嘱
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并嘱托随行干部，要对
他们家充分给予照顾。

1月29日下午，市委常委、荆州军分区
司令员伍守荣一行先后到沙市区烈士遗
属、沙市区残疾军人、军转特困户代表家
中，为他们送上春节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伍守荣说，现在的繁荣昌盛、和谐幸福
是军人们不畏艰险、努力拼搏换来的，在春
节即将到来之际，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这
些为国家付出过血汗的军人们。他鼓励烈
士家属要好好生活、相信党和政府。

1日下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段昌林
一行先后前往统战部特困人员张国军、刘
安清家中和广州军区通讯连，为他们送上

节日的问候，并给他们拜个早年。
张国军现为沙市清真寺阿訇，全家仅

靠他每月1800元工资生活；刘安清患有膀
胱癌8年，月收入2000多元，每周还要进行
透析，两家经济都很困难。段昌林亲切地
与他们拉家常，鼓励他们要积极面对生活，
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在广州军区通讯连，段昌林对官兵们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他嘱咐大家在忙碌之余别忘了和家人
多联络，共享新春佳节的喜悦。

1月29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爱华、秘书长柳军带领市人大常委会机
关、人民银行荆州市中心支行干部来到江
陵县资市镇先进村，走访慰问代天权、王成
等20户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并
送上新春的祝福，提前祝他们春节愉快。

刘爱华要求驻村工作组积极协助村
“两委”引导村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带领村民早日脱贫，走上共
同富裕之路。

市老领导孙贤坤等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书
画院的书法家们现场为该村群众书写了春联。

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爱华到公
安县南平镇青岭村走访慰问，向53户贫困
户送去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青岭村是刘爱华的精准扶贫工作联系
点，也是市委农办、市农业局、湖北银行荆
州分行的“三万”联系点和精准扶贫点。刘
爱华要求两家单位共同努力，想方设法解
决村里的燃眉之急，要发挥农业、金融两个
部门的优势，加强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和金
融扶持，助青岭村早日脱贫致富。

2日下午，副市长吕晓华带领市粮食局
部分干部职工，对该系统困难职工进行慰
问，并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54岁的李忠文是市粮食储备库职工，
身患多种疾病，每年医药费10多万元，其
爱人下岗，生活困难。吕晓华鼓励他和家
人保持良好心态，安心养病。同时，嘱咐粮
食局积极与工会、人社、民政等部门对接，
帮助其申请相关国家政策救助。

今年60岁的吴见林是改制企业下岗
职工，92岁的母亲狄富珍每月靠560元的
遗属金过日子。吕晓华详细询问了狄富珍
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要，嘱咐她保重身体，
并祝福她健康长寿。

1月26日上午，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
长徐朝平一行到荆州区新民社区开展“博
爱送万家”活动，为特困居民送去慰问金和
生活物资。

徐朝平提前祝福社区居民新春快乐，
并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他要求
社区多了解民情民意，从根本上解决老百
姓的问题，努力把社区建成一个美好家园。

据了解，市红十字会已连续5年开展
“博爱送万家”活动，近千名困难群众在市
红十字会的帮助下解决了燃眉之急。

1月28日上午，副市长徐朝平到江陵
县资市镇青山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为他
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

每到一户，徐朝平都和慰问对象亲切
交谈，询问他们生产生活等情况，并为他们
送上了生活物资和慰问金。在听取团市
委、市三医院扶贫工作队和村负责人情况
汇报后，徐朝平要求驻村扶贫工作组担起
重任，切实摸清贫困户实际情况，除了把党
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更要为村里发展
想办法，真正做到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1月28日下午，副市长徐朝平走访慰
问了市科技信息研究所困难职工和农科院
优秀科技专家，并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赵斌是市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一名职
工，几年前查出肝癌，为了治病花光了所有
积蓄，生活困难。徐朝平鼓励赵斌一家，不
能放弃生活的希望，有什么困难及时向党
和政府反映。徐朝平一行还来到农科院慰
问优秀科技专家，并详细询问近期科研成
果，向他们致以新春的慰问。

1月29日下午，副市长徐朝平先后走
访慰问了我市教体系统因病住院的教师和
职工，向他们送上美好节日祝愿。

徐朝平一行先后来到荆州一医、荆州
市中心医院住院部，看望慰问了因过度劳
累导致脑血管破裂的沙市中学特级教师高
俊、因患糖尿病住院的古城健身中心困难
职工杨华。徐朝平细心询问他们的身体恢
复状况，鼓励他们积极配合治疗，好好保养
身体，争取早日回归工作岗位。

1月28日下午，副市长雷奋强一行来
到市直单位部分困难职工家中，为他们送
上慰问金，并致以新春祝福。

特困职工刘铁光2014年退休，患有糖
尿病，现已出现并发症导致双目失明；81岁
的孔心志曾作为军人进藏工作22年，长期
的高原生活使他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在他
们家中，雷奋强叮嘱随行人员把工作做在
平时，多关心、照顾这样的家庭，让他们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雷奋强还看望慰问
了因突发脑溢血、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困
难劳模胡绪森，因患前列腺肿瘤、需长期在
家休息的困难职工李秋红。

2日上午，副市长袁德芳专程来到荆州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福利院里的

“三无”人员和孤残儿童，同他们一起过“小
年”，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袁德芳先后看望慰问了福利院里的“三
无”人员、孤残儿童，逐一为每人送去了新年
红包和新春祝福，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昨日上午，市政协常务副主席罗清洋、
秘书长周晓君带领市政协机关干部，来到
市政协党建联系点沙市区解放街办十方庵
社区，走访慰问了旷江葵、周宝生、卢宝凤、
徐云翔等困难居民和老党员，详细了解慰
问对象的生活情况，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及
生活物资，提前给他们拜年。

祝福传真情 关怀暖民心
特色鲜明 经验值得推广

省调研组考核评估我市党校工作

本报讯（记者肖潇 罗天宇）昨日上午，省委组织部、省委
党校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来荆，对我市党校办
学水平进行考核评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党校校长曾庆祝
陪同调研。

在省委党校副校长邹德文带领下，调研组一行现场察看
了市委党校教职工办公环境以及学员学习、进餐、住宿等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个别访谈并召开工作汇报
会，认真听取了市委党校关于建设、改革、发展等工作的汇报。

会上，调研组对荆州市委党校改革建设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党校工作市委重视、思想统一、措施得力、
特色鲜明；班子成员精神面貌优良，教师队伍精干得力，硬件
建设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较为突出，积累的经验值
得借鉴和推广。

曾庆祝在会上作工作汇报，她表示，全省党校考评达标工
作对荆州市委党校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机遇，市委党校一定要
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党校改革建设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强党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好办
学质效工作的方向，推动办校实力、水平再上新台阶。

据悉，在全省党校系统迎评达标中，我市的监利、石首、公
安、松滋党校已获得省、市迎评达标组的检查验收。

3 日晚，沙市区第四届章台梅文化艺
术节闭幕式暨“金源世纪城”杯2016年新
春文艺汇演在凯乐剧院上演。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2015年，
洪湖市纪委果断祭起责任追究“撒手锏”，
先后对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3
名科局局长、2名乡镇党委书记、4名纪委
书记予以追责问责，另有73名履责不力的
党员干部受到党政纪处分，切实让监督责
任发威生力，有力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将监督责
任落实好，洪湖市纪委狠抓纪检监察队伍
建设不松懈，对内设机构进行调整，整合精

简至9个，改革后直接从事监督执纪的人
员占比84.84%，真正将主力集中到主责主
业上来。围绕“常”“长”二字抓能力建设，
开展“两周组织一次集中学习、每月一次文
稿点评、每季度一次案件交流、半年一次纪
律审查业务培训、每年安排一次轮岗”的

“五个一”活动。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抓作
风建设，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逐
一制定整改措施，着力打造出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铁军”队伍。

责任追究对象，该市直接盯住“一把
手”这个关键少数。去年，该市对违规发放
津补贴的9名领导干部给予党纪处分，其

中包括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万全镇党委
书记和市港航管理局党委书记，以及履行
监督责任不力的市公路管理局纪委书
记。对新滩镇等8个乡镇区办种粮补贴
政策落实不力，发生贪污、套取、挤占、挪
用粮补资金等问题逐一调查核实，对53
名涉案村干部和包村财政员分别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并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财
政局局长和新滩镇镇长、万全镇镇长等8
名领导干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3个乡
镇纪委书记落实监督责任不力的问题给
予问责处理。

严格的责任追究切实发挥出监督责任的

震慑力，有力促进了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在责任追究的切入引
导下，洪湖市201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共立案查处党员
干部违纪案件241件，其中科级干部案件51
件，结案212件。洪湖市纪委自办案件88
件，乡镇纪委办案116件，同比大幅上升。

用好责任追究“撒手锏”
——洪湖市落实监督责任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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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市区太极分会近日举行迎新年汇演，精彩纷呈的舞蹈、太极拳（剑）等节目搏得了
全场600多名会员阵阵掌声。 （曾祥虎 汤义胜 摄）

中心城区1月份
城管考核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徐祉晔）3日下午，市城管委召开中心城区1
月份城市综合管理考评会，公布了上月城管考评结果，市建管
局以93.18分获市直部门组第一名，胜利街办以91.82分获街
道办事处组第一名。

考评结果显示，沙市区政府综合得分87.05分，荆州开发
区管委会综合得分84.40分，荆州区政府综合得分82.89分。
在街道办事处排名中，胜利街办、西城街办、中山街办分别以
91.82分、90.13分、90.09分排在前3名。在市直部门中，市建
管局、市园林局、市政管理处以93.18分、87.23分、86.61分排
名前3。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全力做好春节期间城市管理工
作，加大对违章建筑、违规占道等行为的管控力度，增强对车
站、广场、旅游景点等人流密集区域的卫生保洁力度，为市民
营造一个整洁舒适的节日环境。

据悉，1月份，市城管委考核专班根据中心城区城市综合
管理考评相关内容，对中心城区11个街道办事处、6个市直相
关部门进行了随机抽查和专项检查。街办专项检查采集信息
1037条，区专项检查采集信息529条。第三方信息采集公司
采集城市综合管理信息344276条。

2 日，监利县柘木乡福利院的老人们同监利一米爱心社
的社员们欢聚一堂，共庆“小年”。在社员们的陪伴下，老人
们吃得津津有味，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一位老大爷说：

“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爱心社，让我们再次找到
家的感觉。” （程正华 吕正 摄）

□ 通讯员 刘习平

日前，石首市总工会、石首市工人文化宫组织多位石首本地书法名家到东升镇童
子岗村义务为村民们书写春联400余幅，受到当地村民好评。

（车荣华 罗义龙 姚家亮 摄）

荆州大地年味浓

3日，松滋农商银行携手松滋书法协
会在刘家场、兴业、金松支行举办“手写春
联 福进万家”活动。 （覃操 赵双 摄）

本报讯（记者徐祉晔 通讯员杜加伟）记者昨从荆州火车
站获悉，今日该站将迎来春运节前客流最高峰，预计日均发送
旅客在1.4万至1.5万人次左右。

该站工作人员介绍，今日起至7日（腊月二十七至腊月二
十九）会迎来春运节前旅客出行高峰，日均发送旅客预计超过
1.4万人，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宜昌等地。同时，节
前高峰期间，每天都会增开12趟临客，并根据实时客流情况，
及时增开临时售票窗口和进站检票口；设立“心连心”服务台，
为老弱病残孕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接送服务；增加工作人
员及志愿者，引导旅客有序购票上车。

据悉，荆州火车站2日发送旅客1.3万人，3日发送旅客1.4
万人。预计春节后，还会出现两个客流高峰，分别为12日至
14日（正月初五至初七）和22日（正月十五）。

此外，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铁
路12306”手机APP自3日起，新增列车正晚点查询服务。旅
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APP选择“我的12306”中的“正晚
点查询”服务，在输入需查询的车站名和列车车次后，即可查
询该列车在指定车站3小时内的正晚点信息。同时，12306官
网首页现已新增余票动态查询信息，主要显示当日起4日内，
从北京、上海、东莞、广州、深圳等地出发的列车余票信息，数
据每半小时更新一次。

目前，互联网止售时间已由开车前2小时调整为30分
钟，旅客仍可在临近开车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进行购票。
荆州火车站提醒广大旅客，由于通过网络购票的旅客较多，
且旅客不能将手机短信或订单号作为进站乘车的依据，所以
尚未取票的旅客请尽量提前取票进站，以免因取票不及时耽
误行程。

火车站今日迎来
节前客流最高峰

预计日均发送旅客1.4万人次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