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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石首市人大常委会
确保石首法院主题教育工作高质量、有
部署。
出重点、全力推进、注重实效，把主题教
9 月 27 日，石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特色、见成效。 （通讯员彭晓琴 郑佳慧）
该镇党委书记汤祥新强调，全镇党
育同“迎大庆、保军运、遏事故”专项行动
党总支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石首市人民检察院
员干部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切实增强
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教育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
9 月 27 日，石首市人民检察院召开
工作责任感紧迫感；要明确任务，把握要
（通讯员 王昌铃）
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求，推进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展；要加强
石首市发改局
会议强调，全体机关干部要提高政
党组书记、检察长朱斌作动员讲话，安排
领导，落实责任，高标准做好主题教育工
9 月 25 日，石首市发改局召开“不忘
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政治自觉
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作。
（通讯员王振法）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认真组织好、开展好本次主题教育；要紧
朱斌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高陵镇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密结合“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命”主题教育，全体干警要以习近平新时
9 月 20 日，石首市高陵镇召开“不忘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先祥强调，全
实”总体要求，坚持把自己、把职能职责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把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局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
及分管工作摆进去，真正实现“理论学习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关于主题教育的
排部署全镇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任务，深刻领悟主题教育总的要求、根本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部署要求上来，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
该镇党委书记戴启发强调，要提高
任务和具体目标，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命、找差距、抓落实”12 字总要求，以更高
政治站位，把思想统一到主题教育活动
不漏项，统筹推进。要把主题教育工作
的目标；要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的政治站位、更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更强
上来；要把握目标要求，增强主题教育针
同国民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重大项
目谋划、中国好粮油评选等业务工作结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在主题教育全
的思想自觉投入到主题教育中，真正用
对性和实效性；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主
过程，扎实做好主题教育工作，坚持抓具
行动书写忠诚和担当。一要把握总体要
题教育达到预期目标；要做好结合文章，
合起来，全身心投入到主题教育中去，确
体抓深入，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提升
求，提高思想认识；二要明确目标任务，
增强主题教育统筹性；要力戒形式主义，
保学有收获、改有成效，把这次主题教育
的各项任务完成好。 （通讯员 谢志诚）
人大干部履职尽责能力，激发干事创业
狠抓贯彻落实；三要创新方式方法，做实
增强主题教育实效性。
（通讯员 曾红艳）
激情，为石首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主题教育；四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活动
调关镇
石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量。
（通讯员陈岸 郭靖仁）
效果。
（通讯员 胡怀文 向成希）
9 月 27 日，石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9 月 23 日，石首市调关镇召开“不忘
石首市政府办公室
石首市司法局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保障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9 月 24 日，为期 5 天的石首市政府办
9 月 24 日，石首市司法局召开“不忘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公室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
该镇党委书记朱斌强调，要以习近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育读书班开班，通过辅导报告、研讨交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进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落实中央、省委、荆州市委和石首市委关
流、集中自学等形式，认真读原著、学原
行安排部署。
于开展主题教育的要求，并对全市人社
导，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省委、荆州市委、
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吴银红在动员
市委统一部署上来，通过开展“不忘初
系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
讲话中传达学习了市委部署要求，深刻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聚集、解决工作
育进行了动员部署。 （通讯员 周礼好）
里走、往实里走。
阐述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
石首市水利和湖泊局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加强党员干
9 月 23 日，石首市水利和湖泊局召
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表示，要珍惜
要求和重点措施，从“深刻领会主题教育
部的宗旨服务意识；要切实增强责任感
此次集中学习机会，严格遵守培训纪律
的重大意义、把高标准高质量贯穿主题
和紧迫感，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行动上要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和有关要求，以良好的作风确保理论学
教育全过程，深刻把握主题教育的总体
迅速跟进、措施上要务求实效，努力确保
会议，
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要在学深
要求和目标任务、推动主题教育有力有
主题教育深入扎实推进。
会议指出，要将本次主题教育当做
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上多下功夫，
序开展，加强对主题教育的组织领导、确
一次党性洗礼，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通讯员程纲 曾含意）
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
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三个方面对主题
石首市卫生健康局
走、往实里走；要狠抓主题教育总目标，
主义思想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习近平
教育作出全面动员部署。
（通讯员 蔡静）
9 月 20 日，石首市卫生健康局召开
总书记对湖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理
笔架山街道办事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从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解，系统全面把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
9 月 20 日，石首市笔架山街道办事
落实四个方面抓好主题教育，以新担当、
议，安排部署全市卫生健康系统主题教
新作为，谱写水利发展新局面；要按方案
点、方法，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育工作。
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提高能力、
工作会议，对全办的主题教育工作进行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沈阳强调，全局
精心组织实施，严格对标对表，提高主题
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来。
安排部署。
系统党员干部要提高认识，深刻领会开
教育质量，确保主题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记者 高蕾 通讯员 石政）
该办党工委书记文佑林强调，全办
（通讯员 郑明军 周秦）
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目标
石首市烟草专卖局
石首市委组织部
上下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深刻领会
任务，推动主题教育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近日，石首市烟草专卖局召开“不忘
9 月 25 日，石首市委组织部召开“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
坚持从严从紧，推动主题教育有序开展；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意义，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工作；要把握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贯
常务副部长程学书安排部署了机关主题
目标，强化实效，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
彻落实中央、省委、荆州市委和石首市委
实效。全系统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
教育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劲松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抓实各项
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实的作风举措，坚决完成主题教育各项
育的有关要求，
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
就主题教育重点环节提出明确要求。
工作安排；要强化指导，严格督查，各党
任务，大力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
郭劲松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支部要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
的政治品格，持续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
该 局 党 组 书 记、局 长 陈 宾 华 强 调 ，
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务，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确保达到“不
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深化主题教育的
质量发展。
（通讯员张杰）
思想认识；把牢活动主线，扎扎实实抓
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预期目
石首市城管局
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组
标。
（通讯员邓秋 张良桐）
9 月 20 日，石首市城管局召开“不忘
好理论学习；深挖问题根源，全力全面
织部作为政治机关，要率先启动、扎实推
南口镇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检视存在问题，把检视问题贯穿学习教
进、早见成效。一要抓好学习教育；二要
近日，石首市南口镇召开“ 不忘初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育始终。
做实调查研究；三要认真检视反思；四要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排
（通讯员 王丹）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荣全忠强调，全
石首市医疗保障局
狠抓整改落实。
（通讯员 石组）
部署主题教育工作。
局各级党组织要强化理论武装，认真开
石首市公安局
该镇党委书记彭攀强调，全体机关
展学习教育；要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开展
9 月 24 日，石首市医疗保障局召开
9 月 24 日，石首市公安局组织召开
党员干部要坚决对标看齐，切实把思想
调查研究；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刻检视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局党组书记李强紧扣目标任务，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推
统一到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思；要紧盯突出问题，抓好整改落实；要
进会，
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讲话精神上来，严格对照方案，深入学习
全面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不忘初心、牢
当前的医疗保障改革和重点工作，对全
副市长、公安局长邓鹏程强调，要切
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把握目标要求，
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序有力开展，以实际
系统主题教育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公安担当，以鲜明
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决
行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优异成绩迎
（通讯员 刘红平）
的原则立场深刻领会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
石首市城投公司
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通讯员张娟）
9 月 24 日，石首市城投公司召开“不
义；要准确把握目标要求，突出公安特
结合本镇实际，从严从实开展主题教育，
石首市税务局
色，以最高的标准要求增强主题教育的
确保取得好的质量和效果；要强化组织
近日，石首市税务局召开“ 不忘初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组织领导，紧密
领导，
确保主题教育达到预期目标。
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安
会议强调，要把握目标要求，增强主
结合实际，以最硬的责任措施确保主题
（通讯员聂恒 席鑫）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开展主题教
横沟市镇
该局党委书记、局长赵绪让强调，全
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认真贯彻
育要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对准目标，把这
9 月 20 日，石首市横沟市镇召开“不
市税务系统要通过原原本本学、集中研
总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思想上要高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讨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
实；要牢牢把握目标任务，做到理论学习
度重视、行动上要迅速跟进、措施上要务
安排部署全镇主题教育工作。
信行统一；要通过察实情、出实招、求实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求实效，层层落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
该镇党委书记吴连杰强调，要扎实
效，着眼于纳税人、缴费人和一线税务人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强化督促指导，注重宣传引导，努力确保
抓好学习教育，坚持集中学习和分散学
的实际问题，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切实
要抓紧抓实各项安排，扎实抓好学习教
主题教育深入扎实推进，取得实实在在
习相结合，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相结合；
摸清实情、拿出实招，做到带着任务去、
育，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检视反思突出问
的效果。
（通讯员 郑轩）
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结合当前农村财
带着专题去、带着经验回、带着思考回；
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通讯员 曾罡）
石首市人民法院
务管理、村干部全职化管理以及乡村振
要检视问题有广度、有深度、有精度。聚
湖北省工业自动化技师学院
9 月 25 日，石首市人民法院召开“不
兴等工作，围绕自身职能职责，着眼查找
焦突出问题，广泛听取意见，把问题找
9 月 23 日，湖北省工业自动化技师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自身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深入到群众
实、把根源挖深，照亮党员干部思想、精
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中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
神和作风上的
“盲区”
。
育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毛华庆强调，全
实招、硬招；要检视反思突出问题，党员
（通讯员宋钢 易小鹏）
展。
院干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干部要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
石首市应急管理局
该院党总支书记、
“ 不忘初心、牢记
深刻理解主题教育重大意义，以高度的
五个方面，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9 月 25 日，石首市应急管理局召开
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彭玉海要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好
去、把职责摆进去；要切实抓好整改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求，全院党员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此次
这次主题教育；要把握目标要求，聚焦关
实，对调研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
主题教育的思想意义；要聚焦主题主线，
键重点，严格按照上级党委的安排部署
问题、巡视巡察反馈的问题等，列出清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天文强调，全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和主题教育工作方案，开展学习教育、调
单，逐项整改。
（通讯员潘炼炼 徐妍慧）
局党员干部要突出应急管理工作实效，
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做到理论学
查研究、问题检视和问题整改，确保主题
团山寺镇
把握工作重点，抓好主题教育整改提升；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教育有序推进；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统
9 月 20 日，石首市团山寺镇召开“不
要坚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推动应急管理
担当。学习中要综合统筹，突出特色，防
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力戒形式主义和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事业改革发展结合起来，同安全生产领
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严肃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对全镇开展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全面动员
域突出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压实责任、突
（通讯员 张屹 黄辉）

石首市 35 万只蛋鸡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国务院令第 682 号文《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要求，为
充分了解石首市 35 万只蛋鸡标准化养殖
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拟建地周边社会各界
对该项目的意见，更好做好该项目环境保
护工作，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
行信息公告。
一、
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石首市 35 万只蛋鸡标准
化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石首市青青生态养殖专业
合作社
项目性质：
扩建
投资金额：1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85 万元，
占总投资的 18.5%。
建设地址：石首市调关镇伯牙口村斑
竹岭六组

占地面积及占地类型：项目总用地面
积 50.26 亩，土地现状为旱地及林地。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总 用 地 面 积 50.26
亩，拟建项目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不新增占地面积，仅新建 8 栋鸡舍、1 间有
机肥加工厂，同时对原有的污染治理措施
进行完善，扩建部分计划形成年存栏 35
万只蛋鸡的养殖规模，扩建后养殖示范基
地蛋鸡总存栏量为 47.8 万羽，扩建后员工
人数增加到 28 人。
项目在运营期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
定影响。项目将采取各类治理措施，严格
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项目运营期
各类污染达标排放，将环境影响降到最
低。根据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有
关规定，建设项目需征询选址所在地周围
居民和单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为尽可能的把污染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保护周围环境，恳请您提供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
谢谢您的合作！

二、
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石首市青青生态养殖专业
合作社
单位地址：石首市调关镇伯牙口村斑
竹岭六组
联系人：胡艳
电话：13886637890
三、
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范围
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向建设
单位提出项目环保可行性意见及要求，提
出完善项目环保措施、防止项目污染的意
见和要求。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采取电话、电子邮件、网上
留言等便于表达意见的形式，
向建设单位、
评
价单位联系，
陈述对项目的意见、
建议。
建设单位：石首市青青生态养殖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胡艳

电话：13886637890
邮箱：279836283@qq.com
环评单位：安徽皓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联系人：娄工
电话：18702739768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有效时间：自公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
六、
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1、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www.eiafans.com/
thread-1261283-1-1.html
2、环评报告书公示版本链接：http:
//www.eiafans.com/
thread-1261283-1-1.html
3、纸质报告书已放至公司办公室，公
众可以联系相关人员进厂查阅。
公司地址：石首市调关镇伯牙口村斑
竹岭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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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带队开展“一张网”改革工作拉练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红芳 通讯员郑祚军）9 月 27 日，石首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陈良带队开展
“一网覆盖”
“一网受理”改革工作现场拉练活动。
活动组织观摩了南口、高陵、团山寺、久合垸、高基庙等 5 个乡镇的
便民服务中心，并随机在各乡镇分别抽查了一个村级便民服务中心。
“一
网覆盖”
“一网受理”的主要作用是联网乡镇、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在
乡镇建立起“一张网”办事系统，做到“一窗受理”，各单位“后台审批”发
件，真正让群众办事少跑路。
活动中，陈良强调，
“一张网”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举措，并且
石首此项工作的排名在荆州名列前茅，各地要继续发挥优势，明确目标，
正视问题，再鼓干劲，抓好整改再攻坚，完成全年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硬
件设施建设，完善功能；要加强窗口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素质培养；要整合
基础服务事项，发挥综合窗口作用；要提高镇、村两级网办率，切实方便
群众办事；要将
“一张网”
改革工作落实落地，确保荆州第一，全省一流。

针对省委第二巡视组意识形态反馈问题

石首市委宣传部再作部署强化整改
本报讯（记者黄毅）9 月 27 日，石首市召开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
反馈问题整改推进会，对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识形态有关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总工会主席刘艳出席会
议并提出要求。
会议通报了该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整改工作基本情况，
对下一步全市整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 7 家单位
汇报了意识形态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刘艳要求，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巡
视整改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任务。要结合当前意
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强化意识形态责任制，重点围绕“六纳入、三研
究、三报告”等问题抓整改、抓落实；要强化问题的整改举措，强化举一反
三、以点带面、深挖细查，着重整治根源、标本兼治；要强化建章立制，构
建长效机制，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强化督办检查，
增强整改的执行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巡视整改任务，全面推进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落实。

石首市委巡察组分赴调关、桃花山两镇

召开巡察情况反馈会提出整改要求
本报讯（记者车荣华 通讯员刘泽邦）9 月 27 日，石首市委第三巡察
组向调关镇披甲湖村等 6 个村（社区）党组织反馈了巡察意见。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市委第三巡察组从 4 月 8 日开始，对调关镇披
甲湖村、南湖村、来家铺村、伯牙口村、槎港村、琴台社区 6 家单位党组织
进行了巡察，发现了各村（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等 8 个方面存在的 25 个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
求。会上，披甲湖村和南湖村党支部书记作了巡察整改工作表态发言。
调关镇党委书记朱斌要求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聚焦问题，立行立改，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抓好结合，
相互促进，增强成果运用和功能转化，
确保巡察整改取得实效。
又讯（记者张善 通讯员谢勇）9 月 27 日，石首市委第四巡察组巡察
桃花山镇 5 个村（社区）党组织情况反馈会召开，向该镇 5 个村（社区）反
馈了巡察意见并提出了整改建议。
会议强调，被巡察的 5 个村（社区）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切实把牢
全面从严治党“方向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切实铸就推动乡村振兴
“压舱石”；要以严肃的政治态度，切实握好巡察整改“手术刀”。该镇党
委书记程鹏作表态发言，表示要端正态度，全力整改，确保反馈的问题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转化成果，推进工作，真正把巡察工作的成果体
现到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具体实践中。

荆州市应急管理局

突查石首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邓歆钰）9 月 25 日至 26 日，荆州市应急管理局
暗访组突击抽查石首市高基庙镇、绣林街道办事处及三义寺汽渡、
湖北钱潮精密件有限公司等乡镇办区、重点部位、重点企业的安全
生产、应急值守工作。
此次检查，暗访检查组一针见血地指出多个问题，其中包括三
义寺汽渡存在未设置液压防护栏、未设置限速标志等问题，钱潮精
密件存在强电箱无专人管理，未安装防撞装置、部分重点岗位工人
操作不规范等问题；绿城体育存在叉车物料堆放过高、强电配电箱
未上锁等问题，要求各责任单位要按照“隐患就是事故”的原则，进
一步强化思想认识，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并及时将整改情况报送至
石首市安办，由安办统一整理报送荆州市应急管理局。各监管部门
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扎实督促问题整改，确保消除隐患，为“国
庆”
、
“军运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石首扎实开展水上交通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谭高飞 张建忠）9 月 24 日，在石首市第三季度
安委会（扩大）会议后，市交通运输局、长江（石首）海事处、市地方海
事处、长航公安局石首派出所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立即联
合组织专班，对全市长江客渡、汽渡进行拉网式安全检查。
据了解，检查专班先后检查了小河口汽渡、章华港客渡、方家夹
渡口、柴码头渡口及市三义寺客渡码头、汽渡码头等重点部位。并
重点围绕设备保养维护、行船安全措施落实、事故应急管理、严控超
载车辆上船等方面进行拉网排查。
检查过程中，检查组要求渡运人员，密切关注国庆期间天气变
化，严格落实恶劣天气下渡船禁航制度，严禁冒险渡运；严格遵守渡
船航行规定，加强渡船设备的日常安全维护保养，确保设备正常运
转，严禁
“带病”
开航。
检查专班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客汽渡船舶日常安全监管，每日
早晚安排人员对辖
⒂
区渡口、渡船开展
现场巡查，定时对
举报电话：
0716-7286000 12350
客汽渡船舶开展安
全检查，确保节日
石首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
期间客汽渡船安全
石 首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航行。

安全生产 我们在行动

遗失声明
石首市财政局工会不慎遗失“石首市财政局工会委员会”公章
一枚，
声明作废。

寻尸启事
2019 年 9 月 24 日下午 16 时许，石首市公安局久合垸水陆派出
所在久合垸乡欢皮湖村 7 组河堤外树林中发现一具男性尸体，年龄
50 岁左右，衣着完整，上穿蓝色翻领短袖 T 恤，下身穿黑色长裤，腰
带黑色皮带，脚穿黑色皮鞋，
黑色袜子，随身物品还有一个手提包、手
提包内有一件黑色外套。如有发现相似失踪人员，可与石首市公安
局久合垸水陆派出所联系。
联系民警：
曾警官、王警官
联系电话：
0716-7802098、13797434297
石首市公安局久合垸水陆派出所
2019 年 9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