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滋农村客运实现
北斗卫星监控全覆盖

02荆州要闻荆州要闻 2016.2.15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 强 美术编辑：向晨曦 刘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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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因你的坚守而祥和

为了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提升城市品位，
服务民生。根据荆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及2016
年度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市政府决定对荆州区景明
观路进行升级改造和沙桥门桥拆除重建，并进行沥
青黑化。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确保道路
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决定从2016年2月23日

零时至2016年9月22日24时，对荆州区景明观路
（荆州大道至荆沙大道）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
行。请过往车辆从荆沙大道或江津路绕行！

荆州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16年1月25日

荆州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关于对荆州区景明观路实行交通管制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肖潇 通讯员卢铁 杜贵
生）2月7日至13日，全市刑事案件、治安
案件、交通事故与去年同比持平，没有发
生有影响的刑事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和
极端个体事件，以及造成群死群伤的交通
和火灾事故，广大市民度过了一个平安祥
和的新春佳节。

节日期间，中心城区公安机关依托14
个警务站加强街面防控，实行武警、巡特
警、交警联勤联动，机关民警包路段。针
对除夕夜章华寺、太晖观等焚香祭祀规模
大、人员多的特点，市区公安机关出动警

力800余人次、车辆160台次做好安全保
卫工作。各县市公安机关坚持24小时不
间断巡逻防控，在城内公共场所、繁华路
段、居民小区巡逻防范，加大对两抢、扒窃
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加强消防火灾事故预防，消防部门
在中心城区章华寺、美佳华、人信汇、太晖
观、万达广场、东方明珠、九老仙都等区域
设置站外执勤点，各县市消防部门在辖区
人员集中、商业繁华的路段和区域设置站
外执勤点，共设立站外执勤点11个，出动
官兵60余名、消防车11辆，确保消除消防

隐患。同时，对除夕夜烟花爆竹销售、燃
放区域等开展“零点夜查”，共检查单位
263家，发现火灾隐患356处，督促整改
286处。

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全市公安机关
以高速公路、农村公路为重点，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大整改”，重点
查处7座以上客车、微型面包车等车辆的
交通违法行为。共查处酒驾169起，无牌
无证车13辆，无证驾驶128起，客车超员
56起，货车超载175起。

为方便返乡人员办理户政业务，全市

治安户政部门继续开展“户籍有约、情系
乡亲”便民利民服务，出入境管理部门采
取延时服务，2月12日（正月初五）和13
号（正月初六）两日，各级公安机关户政、
出入境窗口全天照常上班，共接待群众
2400人次，办理各类证件1200余个。

春节前夕，全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
以设卡盘查、交通整治、消防检查为重点
的集中清查行动，共清查车辆5150台次、
各类场所3772个，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71
起，破获案件10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237名。

本报讯（记者肖潇 荆文静 裴乔丽
通讯员颜雄飞 严芳 柳熖）昨日，记者从
市运管物流局获悉，春节期间，全市未发
生一起道路运输安全责任事故，没有出现
旅客滞留现象。

2月7日至13日，荆州投入客运运力
3380辆，开行51066班次，道路旅客运输
客运量76.2万人次，中心城区公交客运量
320万人次。

春节期间，荆州道路客运呈“长途略有
回落，中短途特别是农村客流直线上扬”态
势。全家团圆、外出过年的自驾游、家庭
游、结伴游成为春节出行主流，流向以国内

东南部和省内、市内中短途为主。2月10
日（正月初三）后，走亲访友、旅游、返程等
客流高峰开始出现，2月10日至12日客流
每日略有增长，2月13日达到最高峰。

春节前，荆州客运枢纽站投入使用，
与火车站实现无缝接泊。春节期间，火车
站单日客流最高峰突破2万人次，荆州客
运枢纽站实行班线客运、公交、出租汽车
运力统一调度，有效缓解了客流高峰的换
乘压力，没有发生滞留。春节长假7天，荆
州客运枢纽站发送班次近3000个，累计
发送旅客28865人次。针对部分时段的
人流高峰，该站在正班不能满足乘客需求

时增开班线，其中，增开上海、广州、石狮
等地30多个班次。

为保障安全顺畅运输旅客，运管物流
部门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宿，实行统一指挥
调度。同时，开展“包片到县、包点到站”
安全大检查，严格“三不进站，六不出站”，
落实参营客车安检制度，保障运营车辆状
况完好，严禁超员、超速和疲劳驾驶，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

春节期间，运管物流部门投入执法力
量200余人次，开展班线客运、城市公交
和出租汽车的联防联查，对中心城区各大
客运站、火车站出租车候车广场和客运枢

纽站等重点区域实行不间断检查，对涉嫌
“黑车”、拼客出租车、违规经营客车及公
交营运秩序等进行重点监管。共查处“黑
车”3辆、班线客运违规经营15起、出租车
不打表等违规经营38辆、异地经营出租车
1辆。

春节期间，约320万人次乘客选择公
交出行。为确保市民度过一个祥和的春
节，市公交总公司1800名职工放弃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坚守岗位。同时，该
公司于节日期间科学合理安排班次，增加
公交运力10%至20%，保证相关线路早上
5点30分至晚上12点的运营时间不变。

零事故、零积压、零投诉

水上交通平安
运送旅客6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裴乔丽 通讯员孙明 唐凯）为期一周的
春节长假已经结束，记者昨日从市港航管理局获悉，节日
期间，荆州水上交通平安运送旅客近60万人次，实现水上
运输零事故、零积压、零投诉的春运目标。

春节期间，人流激增，为保障群众便捷渡运，全市营运
渡口409处投入渡运船舶459艘，其中长江干线93艘，内
河乡镇客（汽）渡船366艘，总客位数约13000个，每日承
载运送旅客人数达9万人次。

为切实保障水上运输安全，荆州市交通海事人立足岗
位、加强监控值班、人员值守，及时掌握运输情况，并保证
政令畅通，上情下达。同时，春节前，该局还组织3个检查
组进行节日期间水上运输安全检查，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
隐患。

2月8日上午11时，公安港航海事处值班人员接到该
县110电话称，松西河金龙闸渡口金龙闸拖1在横渡途中
搁浅。该处立刻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安全专班在1小时内
到达现场，积极组织附近渡船对搁浅船舶进行救援，3小
时后，金龙闸拖1脱险，金龙闸渡口恢复渡运。春节期间，
长湖水域董场渡口渡运量激增，且湖区天气变化较大，对
渡运安全影响明显，荆州区、沙市区地方海事部门采取联
动联防，每日安排5到10名现场值守人员，维护渡运秩
序，制止违章行为。2月13日凌晨6：30，长湖湖面风力达
到6级（湖面涌有白尖浪），为确保渡运安全，值班人员立
即对渡口经营人作出停渡行政意见，并对乘客进行了水上
渡运隐患辩识及安全乘渡知识宣传，疏散了待渡人员，确
保了渡运安全。

公安部门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各警种坚守一线排患保平安优服务

春节期间荆州安全运输旅客76万人次
荆州客运枢纽站运送旅客28865人次 320万人次乘客选择公交出行

本报讯（记者郭仕新）近期，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了一批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市纪委对其中4起典型
案件查处情况进行通报，要求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从这4起典型案件中吸取
教训，引以为戒。

被通报的四起典型案件，既有搞迎来
送往、在机关食堂相互吃请、采取不办酒席
返还红包的形式收取“人情”等“隐身”、“变
异”问题，又有工作日中午饮酒、带彩娱乐、
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操办
等屡禁不止问题，充分暴露了少数党员干
部置党纪于不顾，肆意妄为，不收手、不知
止等问题。

通报强调，当前享乐奢靡问题改头换
面、转入地下，对此，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
机关必须横下一条心，让作风建设在坚持中
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不断扩大成果；必须持
之以恒，始终不渝，不停步、不懈怠、不松劲，
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要切实担负起应当之责、该当之责、必当
之责，旗帜鲜明纠正“四风”问题，做到真抓
真管真担当、真查真严真问责。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密

切注意不正之风的新动向、新表现，查找隐
形变异的“四风”。

这四起典型案件分别是：监利县三洲
镇卫生院原院长郭安平借履新之机迎来送
往、接受吃请问题。2015年10月30日，监
利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领导在柘木乡卫生
院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并宣布该院副
院长郭安平调任三洲镇卫生院院长的决
定。会后，该县5个乡镇卫生院院长租车一
起送郭安平到三洲镇卫生院履新。次日中
午，该县6个乡镇卫生院领导及柘木乡卫生
院中层干部职工共计41人，祝贺郭安平履
新，在柘木乡卫生院机关食堂聚餐并饮
酒。当日下午，该县又有2个县医院领导到
三洲镇卫生院祝贺郭安平履新，晚上共有
35人在三洲镇某餐馆聚餐饮酒。2015年
11月24日，监利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给予
郭安平免职处理，三洲镇纪委给予其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其他参与迎来送往的干部
均受到责任追究。

洪湖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综合执法
局筹备组副组长吴华、监督科科长陈伟、
工作人员陈际斌接受公款吃请、工作日中
午饮酒、带彩娱乐问题。2015 年 9月 23
日，吴华、陈伟、陈际斌在小港管理区职工
医院检查工作期间，中午接受小港管理区
职工医院公款吃请，该院院长张洪伟、副
院长柯友志、朱本元参加，6人共饮3斤白
酒。饭后，吴华、陈伟身穿执法制服与张
洪伟、柯友志在宾馆开房带彩娱乐打麻
将。2015年 12月 4日，洪湖市纪委分别

给予陈伟、张洪伟、柯友志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分别给予陈际斌、朱本元党内警告
处分。吴华、陈伟、张洪伟、柯友志同时受
到免职处理。

监利县容城镇财政所党总支副书记、
副所长李军以其女儿考取研究生为由，采
取不办酒席返还红包的形式收取礼金问
题。2015 年 6 月，李军的女儿考取研究
生。9月至10月，共有16名同事向李军表
示祝贺，并送礼金共计3900元。李军收下
礼金后，没有请同事们吃饭，于10月14日
左右，分别返还每人一个50元的红包，共计
800元。2015年11月4日，监利县财政局
给予李军免职处理；12月1日，容城镇纪委
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沙市第四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杨绍
平，副校长程鹏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津
补贴问题。2013年至2014年，沙市第四
中学利用收取学生“一课一辅”教辅资料费
和支付书商资料费的差价，设立“小金库”，
并在2014年春季学期至2015年春季学期
高一高二的期中考试、高三的调考和毕业
考试中，以监考费、出卷费、阅卷费、巡视
费、考务费等名义，利用“小金库”为43名
教师发放监考补助费 18980 元。同时，
2013年至2014年，该校组织学生赴武汉
参加美术联考培训，利用学生培训费以电
话费、生活费、住宿补贴等名义，为9名教
师发放补助总计 157110 元。2015 年 12
月4日，沙市区纪委分别给予杨绍平、程鹏
党内警告处分。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查

市纪委通报4起典型案件查处情况

昨日，北京路黄金首饰店生意火爆。春节巧遇情人节，即使最近黄金价格上涨，仍然挡不住市民的购买
热情。 （赵叶秋 摄）

正月初六，荆州火车站、荆
州各大汽车站迎来第一轮返程
高峰，大家带着希望回到各自岗
位迎接新一年工作。

记者昨从荆州火车站获
悉，春节小长假期间（除夕至正
月 初 六），该 站 共 发 送 旅 客
116061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75万人，增幅约17.8%。
（李其蔚 徐祉晔 杜加伟 摄）

本报讯（记者肖潇 通讯员颜雄飞 舒义）昨日，记者从
市运管物流局获悉，松滋市全市296台农村客运车辆全部
安装北斗卫星动态监控系统，保障春运期间农村客运车辆
安全、有序运营。

据悉，为加强对农村客运车辆监管力度，保障今年春
运期间农村客运车辆正常、安全、有序运营，松滋运管所以
去年全省“村村通客车”工程为契机，为全市农村客运车辆
安装北斗卫星动态监控系统。截止2015年12月31日，
该市296台农村客运车辆全部安装北斗卫星动态监控系
统，安装覆盖率100%。

北斗卫星监控系统具备车辆信息管理、车辆远程实时
监控拍摄、车辆GPS行驶轨迹回放、车辆定位信息统计、
车辆超速报警报表等功能。松滋运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纳入监管的农村客运车，监控平台可按需调取车辆参
数，包括车辆的经纬度、速度、方向、路点信息等。如有车
辆超速、偏离路线类似情况出现时，系统将会自动提醒驾
驶员。

目前，松滋市3家农村客运公司建立了依托北斗卫星
监控系统的监控平台，并已启用。春运期间，由专职监控
人员，对运行车辆进行实时监控。

对纳入监管的农村客运车，监
控平台可按需调取车辆参数，包括
车辆的经纬度、速度、方向、路点信

息等。如有车辆超速、偏离路线类似情况出
现时，系统将会自动提醒驾驶员。

踏上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