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马世福，男，1935年
生，86岁，现居胡场镇桑
林垸村。16 岁入伍，在
部队担任团长警卫员。
1952 年 11 月，跟随部队
护 送 新 兵 入 朝 作 战 ，
1953年1月，回国。退伍
后，参与家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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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纯波）5月13日，
我市召开一季度GDP形势分析会，阐释
指标来源，梳理问题短板，安排部署工
作。市长余珂在会上强调，要全面精准
分析当前形势，锁定发展目标，冲刺每季
度，奋斗一整年，不断扩大优势、补齐短
板，全力确保我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高于周边同类地区。

会议通报了全市一季度GDP形势
存在的问题，余珂与大家客观分析部分

优势指标和短板指标，特别针对短板指
标，进一步梳理了问题原因、明确了责
任单位。

余珂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项主
要经济指标有较大增长，但对比周边和
全省，仍面临很大压力。从增速看，恢
复性增长较慢；从位次看，追兵越来越
近；从目标看，工作任务压力较大。各
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经济形势、经
济指标心中有数，加强分析研判，抓好

实时调度，持续巩固优势指标，深化改
进指标，千方百计补齐短板指标。

余珂强调，要锁定目标强调度。完
成全年任务目标，各地各部门必须算清

“三笔账”。算好大账，围绕全年既定目
标任务，锁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规上企业新增数、签约项目个数、社
会消费品零售完成额、外贸出口等重点
指标，重点关注、落实举措。算好细账，
进一步细化分解，把各项指标任务落实

到具体项目、企业上，落实到具体责任
人、完成时限上。算好欠账，对各项缺
口较大的指标，深入分析问题症结，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压实责任、补齐短
板；对增长潜力大、增长势头好的，加大
力度、力争主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光怀，市
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胡军
波参加会议。

全市一季度GDP形势分析会强调

冲刺每季度 奋斗一整年 勇当高质量发展标杆

本报讯（记者 李兵）5月 14 日，市
长余珂在调研督办禁毒工作时强调，
要始终保持禁毒高压态势，系统推进
禁毒重点整治，扣紧压实禁毒责任链
条，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旺盛的斗
志、更加有力的措施，齐心协力、持之
以恒抓好禁毒工作，坚决打赢禁毒人
民战争。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郑章均，
副市长、公安局长石伟一同督办。

余珂一行先后来到干河街道小寺
垸社区、石码头社区，实地调研干河街
道中心戒毒社区阵地建设情况、社区戒
毒康复典型创建工作情况。余珂说，要
全力支持指导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健全
完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机制。要进一
步落实摸排、管控、帮扶措施，扎实有效
地落实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余珂指
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抓好禁毒

工作的形势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切实
增强抓好禁毒重点整治工作的政治自
觉和责任担当，保持禁毒工作的高压态
势，以敢打必胜的决心和超常有力的举
措，坚决打好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
争，确保早日实现工作目标。

余珂强调，要系统推进禁毒重点
整治。禁毒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
性的社会工程，做好禁毒工作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在戒、打、防、管、

宣上下功夫，提升治理能力，形成工作
闭环。要扣紧压实禁毒责任链条，按
照“党政主责、公安主力、部门主导、群
众主体”的原则，打好禁毒工作主动
仗、整体仗。

余珂强调，要严格督导考核，对不
认真履行职责、措施不力、成效不明显
的单位，要及时通报批评、责令整改；问
题严重的，要按照有关要求追责，确保
禁毒工作取得实效。

余珂调研督办全市禁毒工作时强调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系统推进重点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钰）5月13日，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郑章均主持召开
全市美丽庭院建设及河湖“四清”工作
督办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建设美丽庭
院，攻坚克难整治河湖环境。副市长唐
江平、市政协副主席魏家军出席会议。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水利和湖泊
局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了美丽庭院建
设、河湖“四清”工作情况。全市美丽庭
院建设工作扎实稳步推进，各地结合当

地实际，凸显自身优势，遵循乡村发展
规律，融合民风民俗、生态环境，在美丽
庭院建设上凸显各美其美，在主体作用
发挥上彰显干群同心，在庭院经济发展
上呈现乡愁乡韵。

市级河湖长下沉靠前指挥，责任单
位深入河湖现场督办，各地精心组织开
展河湖“四清”突击行动。一阶段全市
共投入机械127台套，3.6万人次，疏挖
沟渠186公里，清理水草等漂浮物36万

方，清除围网地笼 380 个，清理岸线垃
圾46吨，拆除违章建筑物52处。

郑章均指出，美丽庭院建设时间
紧、任务重，各地各部门要因地制宜，实
事求是，不可“一刀切”。要突出产业，
不唱“空城计”，把引进、培育市场主体
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带
动发展“美丽经济”。要发动群众主动
参与，共同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要多元
投入，积极争取项目，破解资金难题。

郑章均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及河湖“四清”工作督办会议上要求

建设美丽庭院 整治河湖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兵）5月17日，市
政协主席余文华督导城南河河湖长制
及“四清”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压实各级河湖长工
作责任，坚决落实河湖长制和“四清”工
作各项要求，久久为功推动河湖治理取
得新成效。

余文华一行先后来到九合垸原
种场徐岭泵站、潜江幸福泵站出水

闸，实地查看城南河水质情况，要求
随行的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现场
取样检测，就河湖长制及“四清”工作
提意见谈看法。

余文华指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和
“四清”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抓
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举措，要勇担政
治责任，奋力攻坚克难，切实增强全面
推进河湖长制、“四清”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推动河湖长制、“四

清”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余文华强调，要树立系统思维，保

持全局观念，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干支
流，推进河湖管护和水生态环境整体改
善。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河道清淤、
生态修复、岸坡治理、控源截污等工作，
项目化、工程化推进。要坚持群防群
治，形成河长抓总、部门联动、群众参与
的工作格局，促进人水和谐共生，维护
河湖健康生命。

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
说起护送新兵入朝作战的
那段岁月，特别是寄宿朝鲜
农家的点点滴滴，86 岁志
愿军老兵马世福思路清晰。

日前，记者走进胡场镇
桑林垸村一处两层民居，马
世福身穿一套深灰色夹克，
搭配一双黑色皮鞋，热情相
迎。他面容清瘦，谈吐自如，
声音虽不大，却十分有力。

1951 年，举国上下兴
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运动。这句
响彻家乡的口号让16岁的

马世福蠢蠢欲动：当兵不分
阶层、不分年龄大小，只要
你想就能去。

当兵的想法告诉父亲，
等待他的是一场家庭风暴。

马世福 10 岁那年，母
亲因病去世，留下兄妹二
人。作为家中独子，父亲当
然不允许儿子去冒险。为
此，父子俩闹得极不愉快，
马世福一气之下把饭碗砸
了，强硬地说道：你不让我
去，我非要去。父亲拗不过
他，只好同意。

（下转第二版）

位于长埫口镇的赛孚卫生用品（湖北）公司成立于
2017年，主要生产医疗器械、无纺布及其制品等。眼下，公
司订单充足，生产繁忙。图为5月16日，公司无纺布制品生
产现场。

摄影 记者鹿丹丹 通讯员尹丹凤

“您好，行包检查，谢
谢！”5月12日，市汽车客运
总站安检区，凌霞玉带着一
贯的亲切笑容，为旅客检
票、查点旅行包。

这是凌霞玉的工作常
态。她把做了8年、看似简
单机械的工作，做得有情有
味，赋予了“安检员”更多的
内涵，也收获了诸多肯定与
赞扬。

近几年，凌霞玉先后获
评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十佳
标兵”、全省十佳“最美基层
卫士”、省“五一”劳动奖
章。她创立的工作室，被省
交通厅总工会授牌命名为

“霞玉创新工作室”。2016
年，她被推荐为市政协委
员。

“在外地人眼里，我代
表着仙桃！在千千万万旅

客眼里，我代表着仙桃交通
形象！”从业至今，凌霞玉始
终以此为座右铭，勤勉、真
诚、热情为旅客提供服务，
严谨、细致而坚定地履行安
检职责。她牵头成立的“铿
锵玫瑰女子安检班”，被人
们称作“温柔屏障”，实现了
8年零事故的安检目标。

2001 年，凌霞玉应聘
到市汽车客运总站当发车
员。对比以前的工作，待遇
下降、劳动量倍增，但凌霞
玉不以为意，她说，我是党
员，凡事都要带头奉献。因
此即便辛苦劳累，她也干劲
十足。 （下转第二版）

温柔屏障护安全
——记市政协委员、市汽车客运总站

安检科科长凌霞玉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胡平

志愿军老兵马世福

昔日护送新兵入朝作战
今朝永铭党恩

□文/图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邓一凡 多多

本报讯（记者 陈国力）5月17
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守
安来我市调研检察院工作，强调要
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更好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开
创检察工作新局面。市委书记罗联
峰陪同调研。

王守安察看了市检察院检察
服务中心、案件管理中心、指挥调
度中心和创客空间，并给予充分肯
定。

王守安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打牢绝对忠诚、
纯洁可靠的思想根基，确保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要更好履职
尽责，持续落实“案-件比”质效评
价标准，提高办案品质。要始终坚
持严的主基调，压紧压实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狠抓
各项制度落实，用好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深入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以更严更
实的决心和行动维护好检察机关良
好形象。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用心用情用力，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主动谋划更
多法治供给产品，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郑章
均，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朱慧玲参
加活动。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守安
来我市调研

本报讯（记者 李辉）5月17日，市
委书记罗联峰主持召开推进武汉城市
圈同城化发展对接工作会议，强调要跳
出仙桃看仙桃，找准功能定位，深度谋
划、精准对接，推动武仙双向互动、融通
发展。市长余珂出席会议。

会上，市发改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
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工作情况，各相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武汉城
市圈同城化发展对接情况及下段工作
打算，并提出相关建议。

罗联峰仔细听、认真记，不时插话，
与大家交流探讨。他说，前期，各部门
主动作为，加强与武汉市对接，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跳出

仙桃看仙桃，把仙桃放在全省区域发展
布局和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中去谋
划，加强市级统筹，聚焦重点领域，整合
重大项目。

罗联峰指出，立足“十四五”，市委、
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武汉城市圈西翼中
心城市、打造江汉平原明星城市”的目
标定位。推进武仙同城化发展，是仙桃

“东融武汉、西引江汉、中育硬核”的战
略选择，事关仙桃未来发展。当前，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进武仙同
城化发展。要抢抓窗口期机遇，主动对
接、全面融入，抓紧谋划国家、省级、城
市圈三个层面的项目规划。要进一步
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把对接武汉作为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各部门主要负责
人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加快推进。

罗联峰强调，要深度谋划。结合仙
桃特色优势，明确在武汉城市圈同城化
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围绕建设武汉城市
圈西翼中心城市，制定规划方案、行动计
划，明确重点工作、重点任务。要加快推
进规划衔接、交通联接、科教承接、产业
对接、水系连接、市场相接、服务链接，重
点在新能源布局、交通枢纽建设、特色小
镇打造、文旅休闲产业发展等方面形成
优势，推动武仙双向互动、融通发展。

罗联峰强调，要精准对接，加强与
省厅及武汉市各个部门的对接联络、沟
通协调，抓紧谋划好具体项目。要高位

推进，强化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成
立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加快推进
武仙同城化发展。

余珂指出，要加强对接，争取更多
项目纳入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实施
意见和行动计划中，争取更多示范试点
在仙桃落地。要谋深谋实，加深融合，
清单化落实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
事项。要细化工作，落实项目，明确对
接项目清单、时序计划。要争取支持，
理顺体制机制，激发活力，推动发展。

市领导郑章均、李少云、胡光怀、胡
常伟、朱慧玲、曾伟昕、徐国亮，市政府
党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胡军波参
加会议。

罗联峰主持召开推进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对接工作会议

深度谋划 精准对接 推动武仙双向互动融通发展

德育之花
绽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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