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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兵）“感谢组
织为我澄清正名，让我放下了思想包
袱，消除了顾虑。今后，我会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履职尽责。”受到
澄清的长埫口镇潭垸村党支部书记
曾德胜激动地对市纪委监委工作人
员说。

9 月18 日，在潭垸村村委会会议
室，该镇组织财政所、审计办、农委
办、经管站、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及潭
垸村党员和群众代表等 40 余人，“面
对面”为受到不实举报的村干部澄清
正名，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到场指

导。
今年以来，长埫口镇纪委收到多

封关于潭垸村党支部书记曾德胜的举
报信，反映其“挪用公款”“违规报销”

“独揽村集体工程”“将征地补偿款占
为己有”等多项问题。

针对举报，镇纪委高度重视，第一
时间组建专班开展核查。经过半个月
的调查，工作专班调阅 37 份证据材
料，走访 10 余名群众，对举报件的内
容一一进行查证。

进账票据、党员代表会议记录、银
行打款记录，证据面前，一切很快水落

石出，所反映的问题均被查否。
会议针对举报信中反映的 7 个

方面问题逐一澄清，并将调查材料
交给党员群众代表核查。同时，针
对调查走访中发现的“潭垸村鱼池
承包款因与承包户的合同尚未签订
没能及时入账”问题，经过集体研
究，决定对曾德胜进行批评教育。

“调查有理有据，各笔账目明细清
楚，我们相信这次调查。”群众代表马
泽文说，面对面澄清，解答了心中的疑
惑，大家心里更敞亮了。

“坚持严管和厚爱‘两手抓’，有错

就要‘打板子’，没错就要及时澄清。”
长埫口镇纪委书记王刊说，要亮出为
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
撑腰的鲜明态度，切实营造风清气正
的换届环境。

据了解，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及时为受到不实
举报的干部予以澄清正名，对诬告陷
害他人的行为严肃查处，切实向诬告
者亮剑、为实干者撑腰，今年共开展澄
清正名活动23次，累计为35名干部澄
清正名，查处 1 起换届期间诬告陷害
行为。

以乐之名
传递“清风廉韵”
——《唱支山歌给党听》
聆听音乐学党史·特色

音乐党课侧记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张曼

以音乐传颂廉音，用歌声铭记初
心。9月26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唱支山歌给
党听》--聆听音乐学党史·特色音乐
党课暨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在市
演艺中心举行。

在民乐合奏《庆典序曲》的宏大旋
律中，或清脆、或浑厚的鼓声渐次响
起，为这场特别的党风廉政教育音乐
课堂拉开序幕。

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曲乐缭绕，
一段段党史故事娓娓道来。整场晚会
紧扣“清风廉韵”主题，精心编排创演
了合奏、独唱、独奏、合唱等 13 个作
品。

作为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的
系列活动之一，本次音乐会通过重温
经典歌曲，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拓展
学习载体，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忆初心、
担使命，推动党风廉政教育走心走实
走深。

以音乐之名，整场音乐会将不同
历史时期的一段段红色记忆呈现在党
员干部面前，“声入人心”地展现了共
产党员为了革命甘于奉献的一幅幅生
动画面，讲述身边干部清正在德、廉洁
在志的廉政故事，让广大党员干部在
美的艺术感受中完成了一次廉政教
育。

本报讯 （记者 张曼） 9 月 25
日，“沔水清风·与廉同行”廉政小小
说征文大赛结果揭晓，共评选出获奖
征文50篇，其中一等奖2篇，二等奖5
篇，三等奖8篇，优秀奖35篇，组织奖
10个，市税务局张沟分局杨韬与市供
销社周松波共同斩获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征文大赛由市纪委

监委、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图书
馆承办。自3月5日开始征稿以来，
全市机关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共有来
自 84 个单位的选手参赛，共征集作
品227篇。

大赛以“廉”为主题，运用“微小
说”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讲
述廉洁好故事。参赛选手既有在岗

干部职工，也有退休老党员和文学爱
好者，广大作者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生活环境或身份特点等，围绕百年党
史尤其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形势，从社会生活、当代人物
中挖掘题材，以“小小说”的文学艺术
表现形式，创作出大量廉政文化作
品。

全市廉政小小说征文大赛结果揭晓

本报讯 （记者 李兵 通讯员
刘瑶） 9 月 26 日晚，杨林尾镇举行
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文艺汇演暨防
汛救灾表扬会，就防汛救灾工作中
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
扬。

活动现场，千余名群众观看党风
廉政建设宣教月汇演。汇演紧扣党
风廉政主题，歌曲《唱响正义歌》、诗

朗诵《为廉政放歌》等节目，把廉政知
识融入到形式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体娱乐活动中，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

活动还对秋汛中表现优秀的集
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号召大家学习
先进的四种精神：有令即行讲政治的
精神、齐心协力讲团结的精神、吃苦
耐劳讲奉献的精神、坚守岗位讲担当

的精神，以昂扬的斗争、饱满的激情
迅速投入到灾后杨林尾的经济建设
发展中。

杨林尾镇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文艺汇演

本报讯（通讯员 冯苗） 为进一
步提升全局干部职工廉洁意识，筑牢
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市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结合工作实际，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
活动。

宣教月期间，市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党组聚焦清廉政务，通
过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动员
部署会，集思广益，从宣传教育活动
的针对性、实效性等方面，商定适合
政务服务工作实际的宣教月活动内
容。

下一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还将通过开展党纪法规知识测
试验收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学习成
果，通过加强日常宣教进一步加深全
体党员干部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
设的新要求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增强
自我约束力，筑牢防线，抵御不良风
气侵蚀，始终保持清廉本色。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宣教系列活动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离病毒最
近，却常常是无名英雄，他们是行走
在刀尖的防疫尖兵，是我们看不见的
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检
验科医生。8月27日，记者来到市第
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分子生物实验室，
探访“无名氏”背后的故事。

“一批次96份样本，每份都需要
手工添加反应试剂，提取完的核酸很
容易被污染、降解，所以整个过程必
须快、稳、准。”防护服、口罩、隔离衣、
护目镜，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分子
生物实验室内，全副武装的赵振华正
小心地往试剂中加入核酸样本。

赵振华1994年来到市一医检验
科工作，去年疫情期间，赵振华负责
为确诊的新冠病人进行核酸采样，并
将采集到的样本送往市疾控中心进
行检测。随着疫情逐步稳定，2020年
4 月 13 日，市一医核酸检验室成立，
赵振华开始为病人进行核酸检测，他
说：“检测过程不难，但是个细致活，

每一步都要全神贯注。”
“到目前为止，检测人数最多的

一天是8月10日，我们共单管检测了
5837 例。”将标本录入系统、提取核
酸、扩增、配置试剂、分装、添加试剂、
上机检测，核酸检测流程复杂，几乎
全部由手工完成，一份样本从送到实
验室到检测完成需要四到六个小时，
这也导致即使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阶段，赵振华每天仍需要工作至少14
小时，检测样本2000余份。

工作量大，长期加班，赵振华还
是乐呵呵地，他说：“去年我们是直
接在一线采样，接触的是病人，今年
接触的都是灭活了的标本，风险小
多了，压力也小了，工作效率更高
了。”

去年 5 月的一天晚上，临近 12
点，实验室其他医生都结束了一天的
工作，下班回家，只剩下赵振华和一
名同事，等待最后一批核酸样本检测
完成后进行报告。

那些天，同样的检验报告两人已
经写过多次，轻车熟路。可当天的报
告出来时，发现机器显示没有结果。

“坏了。”这是赵振华心中的第一
个念头。防疫形势紧张，必须第一时
间拿出检测结果，两人商量了一下，
当即决定重新进行检测。

录入标本信息、提取核酸、扩增、
配置试剂、分装、添加试剂、上机检
测，96份样本，原本6个人的工作，现
在只能由两人完成。

凌晨4点半，核酸检测结果终于
出来了，阴性，赵振华甩了甩酸痛的
手腕，长舒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终
于落了地：“事关全市人民的健康，只
要结果是好的，其他的都无所谓。”

回到家，家人早已入睡，赵振华
只是随意洗漱一番，闭目养神一会，
早8点又准时回到实验室。

作为一名检验科医生，赵振华有
一个心愿，那就是疫情消散，大家摘
下口罩，重展笑颜。

干河30个哨棚筑牢
防汛抢险“红色堤坝”

本报讯 （记者 刘贤双）“党员
干部亮党心，纷纷筑牢责任堤坝。”9月
28日，面对秋汛严峻形势，干河街道按
照防汛要求，在管辖堤段的穿堤建筑
物和险工险段设置30个哨棚，安排专
人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干河汉江防守段面全长9170米，
涉及险工险段3处、穿堤建筑物2处。
当日上午 7 时，全办按设防水位的标
准共上劳力113人，每500米范围内坑
塘坐哨 8 处，并设立观察标尺。封堵
压把井3处，公示防守责任牌28个。

干河提前部署，未雨绸缪先行
动。由街道主要负责人带头 24 小时
轮班值守，所有班子成员、机关干部轮
岗不休，建立巡查台账，落实交接班制
度，切实做到全员上阵，无缝对接。

为切实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准备，
干河已储备编织袋2万余条、木桩1000
多根、砂石料1000多方。30个哨点不停
歇开展500米范围地毯式巡堤查险，做
到巡堤不留死角，查险不漏一处。

本报讯 （记者 张曼 通
讯员 刘雨婷） 9月27日至28
日，市财政局召开专题会议，对
农村综合改革政策进行解读，
并就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进
行培训。

培训会上，市农村经济经
营管理局结合当前农村比较普
遍的家庭承包纠纷、其他方式
承包纠纷的调解、仲裁、判决进
行相关解读，对 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进行宣传、培训，
进一步明确乡镇经管站在土地
流转管理中的职责和任务。

同时，市农村财政管理局
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的申
报、验收等程序进行说明。该
局工作人员表示，美丽乡村建
设奖补资金实行预拨、清算和
乡镇报帐制，发展新型村级集
体经济试点工作，涉及财政资
金的建设项目，总额达 100 万
元以上的由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进行预算评审，低于 100 万元
的由指定的三方机构评审。从
2021年开始，市财政局将对农
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进行绩效
考评，对考评结果前五名镇办
进行奖励。

市财政局
开展农村综合改革政策解读
暨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邓一凡
通讯员 陈卓） 9月28日，一辆
满载爱心的“母亲健康快车”缓
缓驶入市妇幼保健院。

为进一步服务全省妇女儿
童健康，省妇儿工委办公室积
极争取东风公司的支持，通过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定向捐赠
30辆东风御风医疗救护车“母
亲健康快车”奔赴基层妇幼保
健院。经市妇联推荐，市妇幼
保健院成全市唯一获捐医院。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以
“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
健康服务”为宗旨，以保障母子
平安和妇女儿童健康权为目
的，致力于服务广大育龄妇女、
孕产妇及婴幼儿，特别是困境
母亲、儿童及危重病人，全面参
与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它的
到来，将成为全市促进妇女儿
童健康学习与培训、宣传与服
务、示范与带动的重要公益平
台。

本报讯 （记者 蔡玲 通
讯员 冉明环） 9月26日，剅河
镇李尧村村民周保凤一早来到
村广场清扫保洁。作为“奖
励”，村里给她的公益活动记3
个积分。

李尧村在剅河率先推行
“爱心超市”倡新风活动，以“公
益活动得积分，积分兑换奖励
物品”模式，引导文明乡风。

走进村爱心超市，货架上
面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卷纸、花
露水、肥皂、洗衣液、洗洁精等
日常生活用品。与普通超市不
同的是，物品没有价签，而在一
旁的《文明诚信积分细则》标明
了物品分值。村民可用公益积
分，在这里获得相应的物品奖
励。

“这种管理办法倡导善举，
引导善治。”村党支书邓念兵介

绍，村里制订了奖励标准，个人
文明诚信积分标准为 100 分，
加分项有 17 项，包括创业致
富、邻里和睦、诚实守信、见义
勇为、公益活动等，记录村民的
每一个孝行善举，给予不同的
积分奖励。

李尧村曾是市级重点贫困
村。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村
民发展蔬菜、水产、电商、旅游
等产业，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实
现了整体脱贫出列，2019年获
评“市级文明村”。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目标之一，也是村民提升素
质、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该镇乡村振兴专班负责人说，
文明积分管理办法既能有效地
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又对巩
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起
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剅河镇李尧村以“爱心超市”倡新风

善行奖积分 积分兑奖励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通讯员 刘志硕） 近日，省计
量院仙桃分院联合省计量院专
家深入我市17家医疗机构，对
在用医疗计量设备大规模“无
缝隙”的强制检定，为各基层医
疗机构提供免费服务，进一步
提高我市医疗机构在用计量器
具的准确性，切实维护患者的
合法权益，真正体现计量惠民。

9 月开始，各医疗机构注
册备案的医疗检测设备、手术
设施设备陆续到期，需要进行
检测校准。仙桃分院组织温
度、压力、长度力学等科室技术
员，组成2个检测专班，会同14
名省院专家走进全市各医疗机
构，开始校准。

“白天一般有手术。”仙桃
分院根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专门的检测方案，每天午间或
下午5时后，利用下班时间，分

批加紧检测设备。
“两条腿走路，既不影响

医院的正常运行，也不影响检
测的进度。”仙桃分院长度力
学室主任程春枝介绍，她所在
科室主要检测手术室内的注
射泵、心电图和血压计，设备
示值直接和患者的生命挂钩，
每一道程序都容不得任何马
虎。

同时，技术人员对医用计
量器具如何正确操作使用、维
护保养提出了指导性建议，要
求医疗机构建立和健全计量器
具的台账、管理制度和使用制
度，提升了医疗机构自我管理
意识。

下一步，仙桃分院将继续
为我市医疗设备量值精准提供
技术保障，进一步提升广大群
众在民生计量中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省计量院仙桃分院

为我市医疗机构计量设备校准

本报讯 （记者 张钰） 9
月 18 日，市质安站组织全市
120多个在建施工项目建设单
位现场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
负责人、总监理开展技术交流
培训。

“我们采取多种形式一手
抓建筑工程质量，一手抓安全
生产，确保我市建筑工程质量
优良，生产安全有序。”市质安
站负责人肖凌翔说。

市质安站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深入排查安全风险和
事故隐患，列出清单、建立台
账、制定措施、及时督促整改，
并着重对高支模、深基坑、脚手
架、起重设备吊装及安拆等危

险性较大施工环节进行管控，
严防违规作业、违章指挥、违反
劳动纪律现象。

市质安站组织专班开展
工程质量检测巡查，重点检
查机构资质、内部管理、检测
行为及职责落实情况，对是
否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进
行检测，是否存在伪造检测
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
行为进行严查。该站还在碧
桂园工地组织示范项目观摩
活动，现场观摩工程质量管
理标准化、项目管理信息化
技术应用、工程建设新技术
应用等内容，推进工程质量
管理标准化建设。

市质安站质量安全两手抓

戴上“紧箍咒”念好“平安经”

市住建局

为企业上门办证
本报讯 （记者 张钰）“有了排

水许可证，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厂里的
工业废水排放问题了。”9月28日，沙
湖楚丰食品厂负责人阳建国说,现在
厂区污水管网已经与镇污水处理厂主
管网连接，可以放心生产了。

沙湖楚丰食品厂是我市生产经营
冷冻饮品民营企业，年生产冰淇淋、雪
糕、冰棍等产品 1000 多吨，日排放工
业废水 70 多吨。乡镇污水处理厂没
有建设之前，该企业花巨资购进污水
处理设备对污水进行处理。

2020年12月，沙湖镇污水处理厂建
成并投入商业运行，楚丰食品厂想把工
业废水经过自身处理后并入乡镇污水处
理管网，进行合法有效排放，但《排水许
可证》未办理好。今年9月，市建筑工程
造价管理站工作人员走访企业得知这一
情况后，迅速联系市住建局人居办和审
批科，组成联合办事专班，经过两天的现
场指导、勘验、检测，在该企业工业废水
相关指标核定达标后，很快就为其核发
了《排水许可证》，解决了生产后顾之忧。

除顾虑 激干劲

我市及时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

国庆节临近，工业园市场监管所对辖区糕点（含月饼）、糖果、肉制品、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的生产企业及生产小作坊开展
全面排查，清除重点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安全隐患，保障食品消费安全。图为检查现场。 摄影 记者 胡纯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