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菱角湖管理区白
鹭翔集，一幅田园生态美景
呈现人们眼前。

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
保障大队是市台办和荆州
日 报 社 的 精 准 扶 贫 联 系
点。扶贫干部驻村后，将

“扶贫”与“扶智”相结合，针
对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优
势，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特色
农业，建设美丽乡村，实现
绿色发展。

（陈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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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全年发展目标不动摇咬定全年发展目标不动摇

本报讯（记者刘娟 通讯员卢道勇）记者
从市发改委获悉，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前三季
度我市工业投资持续向好，全市完成工业投
资691.49亿元，同比增长28.4%，成为引领投
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元至9月，我市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472.07亿元，同比增长17.9%，高于全
省4.5个百分点。从各县市区来看，全市县市
区投资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江陵县增
长30.3%，领跑县市区。

前三季度，我市完成工业投资691.49亿
元，同比增长28.4%，较去年同期提高8.9个
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50.14
亿元，同比增长达80%，增幅较去年同期提升
124.4个百分点，表明我市工业投资结构正持
续优化。

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全市633个在建
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079.98
亿元，同比增长19.8%，新增入库项目41个，
净增投资126.3亿元。

据市发改委分析，项目开工后劲不足、项
目策划储备和前期推进力度不够，是目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实现年初既定目标，紧
盯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省总量占比和增幅排
位，我市需要迅速形成新一轮投资热潮，并运
用好以下杠杆，即释放惠企政策“含金量”,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抓好“去降补33

条”政策督办落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融资
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
成本、物流成本等，进一步提振民间投资信
心。同时，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搭好
银、政、企对接平台，用好“投、贷、债”组合拳，
降低融资成本等。

落实年度目标“责任状”，营造服务环
境，也是加快推动工业项目及早落地的有效
措施。市发改委建议，各地各部门要围绕年
度目标和考核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对标定
责，重点推动亿元以上储备项目和招商引资
项目开工达产及统计入库，为保全年投资目
标冲刺提速。为抓实项目建设，各地要完善
园区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做好招商项
目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提供公共厂房、研
发服务平台、产品检测实验室等新型服务，
提升园区综合服务水平，力促更多2016年
亿元以上储备项目和新近招商引资项目开
工。要落实重大项目开工常态化工作机制，
对5000万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统计
情况按月向各地有关领导通报，督促各地项
目开工与统计入库两手抓，确保开工项目能
入尽入。对市级重点调度的100个项目，市
发改委将全力当好项目信息员、联络员、服
务员，主动会同市直有关部门加强项目调
度，重大问题及时报请市委市政府专题协
调，推进项目建设。

前三季度全市完成工业投资691亿元
同比增长28.4%，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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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智督办挂牌包案重点安全隐患
工作时要求

全力排除一切隐患
本报讯（记者沈微）２日下午，市长杨智先后到长江大

桥入口处、桥南公交站场督办挂牌包案重点安全隐患工
作。他强调，隐患胜于明火，安全重于泰山，一定要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全力排除长江
大桥通行公交车上可能存在的一切安全隐患。

副市长傅志峰、市政府秘书长陈斌参加督办活动。
“成为公交车驾驶员需要什么条件？对公交驾驶员多

久考核一次？”在桥南公交站场，杨智详细了解公交驾驶员
聘用标准及考核情况。乘上31路公交车，他细致查看车上
灭火器、报警器等设备安装配置情况，再三叮嘱随行人员，
隐患胜于明火，安全重于泰山，一定要做好隐患排查，确保
公交出行安全。其后，杨智一行乘坐31路公交车，沿途查
看车辆超员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杨智说，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以及“隐患就是事故”的理
念。今天的隐患就是明天的事故，对隐患不能麻痹，要防范
于未然，将其扼杀于萌芽阶段。

杨智要求，要严格加强对危化品过桥行为的管理，市交
通局要高度重视，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市公交公司要力争
在今年12月31日前完成100辆电动车的更换任务。要加
强安全检查，严禁超载，如有超载，立即增加车辆摆渡。要
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尤其是节假日、上下班高峰期，实行联
合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知识宣传，在各公交站点设置
警示牌，提醒车辆不要超载。

杨智强调，市安监局要加强对其他重大安全隐患的排
查督办。市交管局、市高警处等部门要加强对长途车、旅游
车的超载监管，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据悉，我市过江公交线路共有两条，分别为31路、32
路。31路线现有车辆13台，早中班作业制，日台班趟次
103趟，趟次平均间隔时间15分钟。32路线现有车辆14
台，白班作业制，日台班趟次60趟，趟次平均间隔时间16
分钟。

中共荆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荆州市监察局中共荆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荆州市监察局

党委中心组集中研学、支部学习会专题
讨论、组织宣讲团深入基层宣讲、点名道姓通
报问责典型案例……自今年7月《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
把学习贯彻《问责条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采取多种方
式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
依据《问责条例》对不担当、不履责问题进行
严肃追责，着力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
神，推动《问责条例》落实见效。

把学习《问责条例》设为必修课
“充分认识《问责条例》实施的现实意义，

准确把握内在精髓，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10月17日，市纪委派驻市委宣传部
纪检组举办专题培训会，组织市直宣传战线
各单位分管纪检工作的负责人共26人进行
集中学习交流。这是荆州市各级党组织学习
宣传《问责条例》的一个缩影。

“要把学习《问责条例》作为必修课程，强
化党员领导干部责任担当意识。”《问责条例》
颁布后，市委常委会第一时间进行专题学习，
并对全市学习贯彻工作提出要求。市政府以

“学党规、守纪律”为主题，召开党组会进行集
中研学，对政府系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推进廉洁政府建设进行再部署、再安排。
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问责条例》的具体措施。
全市各地各部门也把学习贯彻《问责条

例》列为重要的内容，结合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

市住建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
学习会，要求本系统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对照
《问责条例》自查自纠，切实担起管党治党责
任。

松滋市成立《问责条例》宣讲小组，进部
门入乡镇进行宣讲、辅导，累计送课到基层
20多场次，参与学习的人员达7300多人次。

监利县纪委围绕学习贯彻《问责条例》，
组织开展专题讨论活动，机关干部代表上台
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网上纪实留痕促履责担当
“与新提拔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组

织机关干部学习市纪委通报文件。”“到乡镇
调研督导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在网上登
录荆州市干部实绩考核系统，全市党员领导
干部履行“两个责任”的情况一目了然。

7月13日，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了今年
以来全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情
况汇报，会议决定建立落实“两个责任”网上
纪实考核制度。经前期准备，荆州市干部实
绩考核系统于9月1日正式上线“党建责任”

板块，全市各级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领
导班子成员定期在网上填报个人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或监督责任的工作情况。

“月初填写目标清单，平时填写工作清
单，月底填写实绩清单。”网上纪实板块上线
前，荆州市专门下发通知，就填写范围、方式、
内容等作出规定，要求全市党员领导干部结
合个人“一岗双责”责任分工，及时、如实填报
履责情况，对不按时填写、填写不规范的进行
批评教育、责令整改，对弄虚作假、欺骗组织
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学习贯彻《问责条例》，落脚点在于促进
履职担当。”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推
行落实“两个责任”全程纪实，既做到“履责有
痕迹、追责有依据”，又倒逼党员领导干部强
化责任意识，切实担负起该当之责。

动辄则咎让“甩手掌柜”难当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让铁规发

力、禁令生威，“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下转２版）

履责留痕 失责必问
——荆州强力推进《问责条例》贯彻落实

□ 通讯员 杜开志 蒋寒英

本报讯（记者肖潇）昨
日上午，中共荆州市委召
开“双月座谈会”，就进一
步谋划城市建设、推进城
市发展，听取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荆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杨智主持会议，中
共荆州市委常委、统战部
长段昌林，市政府秘书长
陈斌出席会议。

民革荆州市委主委万
江平，民盟荆州市委副主
委谭文，民建荆州市委主
委童德泉，民进荆州市委
主委许晓宏，市政协副主
席、农工党荆州市委主委
毛精华，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九三学社荆州市委
主委段昌奉，市工商联主
席罗中平，无党派人士代
表严汝龙等出席会议，并
发表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
后，杨智指出，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水平
高、有深度，我们将认真吸
纳，转化为推动城市发展
的具体措施和行动，共同
把荆州规划好、建设好、管
理好，共同建设宜居宜业
的理想家园。

杨智指出，近年来，我
们通过大力开展创建活动，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更重
塑了荆州人的信心，但仍存在城市规模小、城市人口少、城
市面貌旧、管理秩序乱、基础设施差、特色不突出等问题。
下一步，我们要抢抓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大好机遇，努力
打造“高品质城市”。

杨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放
开城市落户限制，强化产业支撑，强化城市意识，妥善解决
群众“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的问题，努力打造“幸福城
市”。要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坚持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
相结合，不断优化整合城区资源，扩大延伸经济纵深，努力
将中心城区打造成“200万人，20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把
县市培育成中等城市，加快建设一批特色镇、重点镇，积极
构筑“中心城市”。要加快城市改造步伐，抢抓国家推进棚
户区改造和加大危旧房改造力度的机遇，做好“破”和“立”
的文章，努力以征迁促建设，加速推进道路、管网、绿化等工
程建设，建好“靓丽城市”。要加强顶层设计，早日启动荆楚
云、智慧卫生、智慧教育、智慧城管等工程，建设“智慧城
市”。要深入推进“五城”同创，按照“洁、绿、亮、美、齐、畅”
的目标，全面实施“蓝天、碧水、绿地”工程，补齐城市管理短
板，建设“生态城市”。要突出荆楚文化特色，将荆州的帝王
文化、宰相文化、楹联文化、诗词文化等融汇到城市建设的
宏观布局、风貌设计、景观打造中，建筑要更多体现“高台
基、深出檐、美山墙、精装饰、巧构造、红黑黄”等荆楚建筑美
学特色，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努力
以“工匠”精神建设“人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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