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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带队检查森林防火工作时强调：

加大排查力度 及时处置隐患
确保不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本报讯（通讯员谭高飞 刘超）
“这些鼓风机都能正常使用吗？
灭火队员的防火服都配备了吗？灭火弹配备到位了吗？”10 月 8
日，石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良在检查桃花山林场灭火器材室
时详细询问道。
当日上午，陈良带领市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消防
大队主要负责人对桃花山林场、调关镇森林防火工作进行现场检
查。
“ 在大家的严防死守下国庆期间我市森林防火形势相对稳定，
但我们更要吸取其他地区的事故教训，警钟长鸣，扎实工作，誓保
军运会期间的安全稳定，确保秋冬季不发生一起森林火灾。”在与
桃花山镇负责人交谈时陈良这样说道。
在检查时陈良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对标省、市对森林
防火工作的部署，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落实，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
的良好局面；要加大对火灾隐患的排查力度，对发现的隐患要及时
处置，抓好督促整改落实；要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
播、拉横幅、派宣传单张的方式深入林区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营造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宣 传 氛 围 ；要 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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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我们在行动

开展政治巡察 督促问题整改
——石首市委巡察组分赴各地各部门（单位）
召开巡察党组织情况反馈及巡察工作动员会集锦
市委第二巡察组
9 月 29 日，石首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市总工会党组情况反馈会
召开，第二巡察组组长郑天鹏就 4 月 10 日至 5 月 17 日对市总工会
党组开展巡察情况进行反馈并提出整改建议，认为市总工会党组和
党员干部存在贯彻落实决策部署失位缺位、基层党组织建设有薄弱
环节、财经纪律执行不严谨等 15 个主要问题，建议强化政治引领、
夯实党的核心地位，加强党建工作、筑牢基层组织堡垒，压实“两个
责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艳出席会议并就主要问
题整改向市总工会党组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
视巡察反馈意见。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主动认领
问题，形成整改共识；二是强化政治担当，确保反馈问题整改到位。
要照单全收，标本兼治，压实责任，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三是
落实政治责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做
好学用
“结合”文章，强化管党治党责任。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易礼明作表态发言，表示对于第二巡察组巡
察情况反馈问题将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细化措施、全力整改，凝心
聚力、推进工作，以全面管党治党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曾峻 通讯员陈玲 易敏）
9 月 27 日，石首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市城投公司情况反馈会召
开，副市长赵业虎参加会议。会上，市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对市城
投公司进行巡察发现的意识形态、从严治党、党的作风、管理项目不
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并对巡察整改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市城投公
司主要负责人作表态发言，表示要把讲政治作为整改最根本和第一
位的要求，对照“四个意识”政治标杆找差距，不回避、不推脱、不遮
掩，对个性化问题对号入座，认账领账，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个清
单，实行“销号制”，做到整改一个销号一个，一抓到底，确保反馈问
题整改意见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回音。
（记者付驰宇 通讯员王岗 范秀林）
9 月 30 日，市委第二巡察组正式进驻南口镇，对该镇村（社区）
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市委第二巡察组全体成员、镇主要负责人、6
个被巡察村全体“两委”成员、联村干部 40 余人参加。本次巡察将
以“两个维护”为根本政治任务，重点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脱贫攻坚、
“农地非农化”、损害群众利益、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落实中央有关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等 13 个方面开展巡
察。该镇党委书记彭攀在表态发言中承诺：将增强政治定力，全力
支持巡察工作；履行政治义务，全力服务巡察工作；展现政治担当，
全力抓好整改落实。
（通讯员刘洋 王朝军 蒋慧敏）
市委第三巡察组
9 月 29 日，石首市委第三巡察组在团山寺镇召开巡察村（社区）
党组织工作动员会。会上，市委第三巡察组组长就村（社区）巡察工
作作了动员报告，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政治巡察，把“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政治任务；要坚持政治定位、紧扣“六个围绕”，紧盯“七个
重点”，将巡察利剑直插基层；要明确政治要求、压实政治责任，保质
保量完成巡察工作任务。该镇党委书记汤祥新在表态发言中提出，
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主动接受巡察组监督检查；要严肃纪律，全
力配合，保障巡察工作顺利开展；要强化整改，深挖根源，确保巡察
工作取得实效。
（通讯员蒋胜中 陈哲仪）
市委第四巡察组
9 月 30 日，石首市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市残联党组工作动员会召
开。会上，市委第四巡察组组长就开展的巡察工作作了动员讲话。
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曾丽平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巡察期
间，巡察组将以“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重
点围绕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夺取反
腐败压倒性胜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脱贫攻
坚、损害群众利益行为、落实中央有关宗教方针政策等方面，着力发
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领导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
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管党治党宽松软及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等问题。巡察期间，市残联设置了举报电话和监督信箱。
（记者张世勇 通讯员刘超军）
市委第五巡察组
9 月 29 日，石首市委第五巡察组在高基庙镇组织召开巡察村
（社区）党组织工作情况反馈动员会议。会上，市委第五巡察组从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馈，并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建
议。该镇党委书记余志强要求被巡察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落
实整改主体责任；勇于担当履责，扎实做好整改落实工作；用好巡察
成果，全力保障整改落地见效，通过压实责任、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题教育活动，狠抓基层党员干部作风纪律建设等措施，
着力解决村(社区)“两委”干部存在的懒散等问题，以整改工作的实
际成效全力推动全镇各项工作。
（记者张红芳 通讯员谢又兰）
市委第六巡察组
9 月 30 日，石首市委第六巡察组在东升镇召开巡察东升镇村级
党组织情况反馈会。市委第六巡察组全体成员、东升镇党委有关班
子成员、被巡察村“两委”班子成员和联村干部参加会议。据悉，市
委第六巡察组于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对该镇春风港、范兴垸、
童子岗、毕家塘、走马岭、王海村等 6 个村党支部进行了为期 3 个月
的常规巡察，反馈了 8 个方面的 21 个问题。巡察组要求被巡察村组
积极就巡察问题进行整改，
确保 2 个月内整改落实。
（通讯员敖李 吴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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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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陵镇
9 月 29 日，石首市高陵镇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学习。
党委书记戴启发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从理论武
装、指导思想、核心内容、价值体现、重大
论断、必由之路、党的初心、历史使命、本
质特征、政治保证、能力建设、新的征程等
12 个方面深刻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强调，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严密、内涵
丰富、博大精深，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
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做到知行合一，进
一步增强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工作
执行力。
（通讯员曾红艳）
久合垸乡
自 9 月 19 日起，石首市久合垸乡集
中安排时间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题读书班学习活动。根据
市乡两级主题教育工作安排，通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纲要》、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
摘编》、
《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
等内容，要求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
系实际学。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集中自
学、邀请老师授课及心得体会交流等方式
进行，
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通讯员陈小铃）
新厂镇
9 月 26 日，石首市新厂镇党委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读书班开课。市
基层理论宣讲员徐登荣从重温党的历程、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总要求
以及如何切实提高主题教育实效等多个
方面提升大家对主题教育的深入了解。
通过读书班学习，全体学员更加深刻的认
识了党的初心使命，明确了肩上的责任，
增强了自身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使命意
识。
（通讯员黄兆婕）
小河口镇
9 月 27 日，石首市小河口镇组织镇党
委班子成员、各村（社区）党总支书记、财
政所等镇直单位负责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专题授课学习
会，邀请市委党校专家深入讲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
涵和实践要求》这一课题。党员干部表示
受益良多，纷纷表态要深刻把握主题教育
的重大意义和时间要求，切实增强“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力求思想认识、政治纪律、精
神面貌、工作作风、工作质效都走在前
列。
（通讯员冷红云 刘玉乾）
市应急管理局
9 月 27 日至 30 日，根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石首市应
急管理局举办为期 3 天的主题教育读书
班活动。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集中学
习、局领导上党课、邀请老师授课及学习
笔记评比和学习心得交流等方式进行，组
织全局机关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纲要》
《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中国
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等重要内容，
通过学原著、悟原理，坚定信仰信念，查找
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坚决抓好落实。
（通讯员谭高飞）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9 月 27 日，石首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读书班集中学习。该局局长曾贤松要
求干部职工要以集中学习带动自学，增强
学习自觉性，确保学习的时间量、内容量，
把学习贯穿主题教育的始终，确保学习见
实效；要深入基层、心到基层开展调查研
究，结合工作实际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有
的放矢加以解决，做到即知即改、即行即
改，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狠
抓落实。
（通讯员郑祚军）
市教育局
9 月 29 日，石首市教育局组织局党组
班子成员、全体机关干部、各市直教育单
位班子成员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读书班专题授课学习会，邀请市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陈浩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
景、科学内涵以及实践要求等方面深入解
析，对党员干部需要学习领会的基本知识
进行详细讲解。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严
格按照市委、局党组的要求，以认真的态
度、务实的举措、过硬的作风，推动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推动全市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
保证。
（通讯员卢鼎）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9 月 26 日，石首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组
织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
员会，学习传达中共石首市委《关于在全
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精神。该办主任刘正良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对照方
案要求深入学、主动学、学深悟透；要紧扣
各项目标任务，全面抓好落实；要做好开
展主题教育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结合文
章，找准脱贫攻坚突出问题，切实抓好问
题整改，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
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高质量
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通讯员胡斌）
市公检中心
9 月 26 日，石首市公检中心组织全体
干部职工学习《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
案》。该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刘元国要求
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往深里学，往实里学，往心
立宗旨意识，坚定理想信念，提振干事创
里学，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
业斗志，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通讯员李玲）
（通讯员张轶）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9 月 29 日，石首市文化和旅游局“不
近日，石首市非税收入管理局组织召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市委党校召开，学习《石首市文化和旅游
议，部署全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
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
案》。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夏翎翔要求，全
深化对主题教育的思想认识；要突出主题
局系统党员干部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教育主线，强化学习教育；要找准难题症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汲取营养，深入
结，深入调查研究；要深挖问题根源，全面
群众、深入实践开展调查研究，按照“四个
检视问题；要抓实整改销号，确保主题教
对照”
“ 四个找一找”的要求查摆差距不
育取得实效。
（通讯员邱寒）
足，围绕主要目标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
市会计管理局
坚持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坚决做到立即
近日，石首市会计管理局组织党员干
改、坚决改、彻底改。 （通讯员罗自强）
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
市档案馆
心、牢记使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部署主
9 月 26 日，石首市档案馆组织召开
题教育工作全面开展。会议要求，开展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题教育，全体党员干部要坚定正确的理想
议，馆长郑文韬强调，要紧扣目标任务，增
信念，树牢纪律和规矩意识，正确看待和
强方向性，抓好主题教育思想认同、理论
使用手中权力，保持健康的生活情趣，真
认同，对标要求，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心服务群众。
（通讯员陶杰）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抓实各项安排，增
市政府采购办公室
强主动性，搞好理论大学习、思想大净化，
近日，石首市政府采购办公室组织全
确保学有收获、改有成效；要做好结合文
体干部职工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章，增强统领性，发挥干事创业精神，推动
题教育工作会议，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
主题教育活动落到实处。 （通讯员钟淼）
展。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市洲滩管理局
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近日，石首市洲滩管理局召开“不忘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排
市委主题教育要求，把主题教育与营造风
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党委书记、局长曹炜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政府采购高质量
要求全局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结合起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
（通讯员傅钱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重
笔架山人社所
要意义，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近日，石首市笔架山人社所召开“不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市委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总体部署，确保主题教育取得较好成效。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强调，全
（通讯员张峰）
体干部职工要紧密结合“守初心、担使命、
石首农商银行
找差距、抓落实”总体要求，坚持把自己、
近日，石首农商银行召开“不忘初心、
把岗位工作摆进去，真正实现“理论学习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议，按照主题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教育方案，组织党员干部采取个人自学与
当”
。
（通讯员张小平）
集中学习的方式，将理论学习、交流讨论、
绣林人社所
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多种形式结合，重点学
近日，石首市绣林人社所召开“不忘
习与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要求全
义思想学习纲要》
《党章》等内容，激发大
体干部职工要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
家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营造良好学习
信笃行上多下功夫，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
氛围，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义的
（通讯员付潘明）
理解，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
市农村能源办公室
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
近日，石首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召开
作风、推动工作上来。
（通讯员万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绣林财政所
议，动员部署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求，
近日，石首市绣林财政所组织召开
全体干部职工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学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推进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会，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
来，以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态度，学深悟
求全体干部职工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准
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把握目标要求，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
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推动全市农村能
确保主题教育深入扎实推进，取得实实在
源工作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刘红斌）
在的效果。
（通讯员雷光武）
市道路运输管理所
笔架山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道路运输管理所召开
近日，石首市笔架山财政所召开“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求全
求，全体干部职工要严格按照市交通运输
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
局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紧紧围绕主题教育
当，深刻理解主题教育重大意义，以高度
工作任务，采取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好
合，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主题教育，确保主题教育有序推进。
义思想学习纲要》等重要文章学习，努力
（通讯员朱宗明）
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高陵镇财政所
干事创业敢担当。
（通讯员王鹏鸣）
近日，石首市高陵镇财政所召开“不
市公路管理局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安排
近日，石首市公路管理局召开“不忘
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求全体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动员
干部职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部署主题教育开展。党总支书记、局长张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新强调，要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到上级关于主题教育的部署要求上来，牢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抓思想认识到
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位、抓
12 字总要求，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饱满
组织领导到位，
确保主题教育扎实推进。
的政治热情和更强的思想自觉投入到主
（通讯员易大芳）
题教育中，真正用行动书写忠诚和担当。
市地方海事处
（通讯员田涛）
近日，石首市地方海事处召开“不忘
新厂镇财政所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推
近日，石首市新厂镇财政所召开“不
进主题教育进行安排部署。该处党支部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
书记、主任王彪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充
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
分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明确目标
干部职工要深刻领会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要求，把“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义，把高标准高质量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实”的总要求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要确
程；要深刻把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和目
保活动成效，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
标任务，推动主题教育有力有序开展，确
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以好的作风确保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通讯员张利平）
好的效果。
（通讯员张建忠）
横沟市镇财政所
市港口装卸运输总公司
近日，石首市横沟市镇财政所召开
近日，石首市港口装卸运输总公司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对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求，
要求全所干部职工要深刻领会“不忘初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
想为指导，
深刻认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全面把握守初
要求，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
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
确保
务，确保达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主题教育取得明显实效。 （通讯员熊芳）
教育的预期目标。
（通讯员邹立力）
市渔政监督管理局
天鹅洲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渔政监督管理局召开
近日，石首市天鹅洲经济开发区财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
作会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
求，要把“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求全体干部职工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学
实”的总要求贯穿到主题教育全过程，通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过主题教育，切实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
上来，增强主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教育引导党员
确保取得好的质量和效果，达到预期目
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观
标。
（通讯员李俊）
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
南口镇财政所
实到行动上。
（通讯员赵宏）
近日，石首市南口镇财政所召开“不
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近日，石首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召开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全体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部职工坚持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
议，对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会议
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相结合，围绕自身职
要求，要将主题教育作为一次理论大学
能职责，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
习、思想大升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五个方面，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树
把职责摆进去。
（通讯员陈思德）

高基庙镇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高基庙镇财政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对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站位，强化
认识，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要明
确任务，把握要求，推进主题教育扎实深
入开展；要加强学习，学用结合，着眼查找
自身问题，做到立行立改，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通讯员李绍安）
团山寺镇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团山寺镇财政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的开展。会议
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
想统一到主题教育活动上来；要把握目标
要求，增强主题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要
力戒形式主义，
增强主题教育实效性。
（通讯员袁小鸿）
久合垸乡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久合垸乡财政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
求全所干部职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聚集、解决
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确保主题教育深入扎实推进。
（通讯员李家斌）
桃花山镇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桃花山镇财政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
求全所干部职工要提高认识，深刻领会开
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目标任
务，推动主题教育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加
强学习和改进作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
效。
（通讯员张永斌）
调关镇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调关镇财政所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求全
所干部职工要强化理论武装，认真开展政
治学习；要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
意见，深刻检视反思；要紧盯突出问题，抓
好整改落实，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有序有力开展。
（通讯员田军）
东升镇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东升镇财政所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安排
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求全体
干部职工要通过原原本本学、集中研讨
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要检视问题有广度、有深度、有精
度，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
（通讯员杨平）
小河口镇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小河口镇财政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
求全所党员干部要将主题教育当做一次
党性洗礼，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以新担当、新作为，谱写财政发展新
局面。
（通讯员陈金喜）
大垸镇财政所
近日，石首市大垸镇财政所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安
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求全所
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深化主题
教育的思想认识；
把牢活动主线，
扎扎实实
抓好理论学习；深挖问题根源，把检视问
题贯穿学习教育始终。 （通讯员黄海祥）
市投资评审中心
近日，石首市投资评审中心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议，要
求全体干部职工要认真贯彻总要求，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要牢牢把握
目标任务，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
（通讯员梁大志 李初涛）
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近日，石首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
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此
次主题教育的思想意义；要聚焦主题主
线，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做到理论学
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
（通讯员成光健）
市工人文化宫
近日，石首市工人文化宫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安排
部署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会议要求，全体
干部职工要深刻把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和时间要求，切实增强“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确保主题教育深入扎实开展，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通讯员姚家亮）
高基庙镇人社所
近日，石首市高基庙镇人社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启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干部职工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紧扣“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在学风上更加务实求
实，确保提升精神动能，取得实际效果。
（通讯员郑志平）
周家剅自来水厂
近日，石首市水利和湖泊局周家剅自
来水厂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全面启动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要求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行动自觉，推动
主题教育取得实际效果。 （通讯员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