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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 警相随
2 月 3 日，通道交警对校车公

司集中开展了安全大检查， 坚决
杜绝 “带病 ”校车上路 、严禁没有
资质的驾驶员驾驶校车， 从源头
上管控校车安全， 为春季开学做
好准备。

通讯员 吴慧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彬华）2
月 6 日， 州十二届纪委第三次
全会在吉首召开。 州委书记虢
正贵出席并讲话。 州委副书记、
州长陈华，州委副书记廖良辉，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明汉 ，州
政协主席李平出席会议。

在职州级领导 ， 州直单位
及全州纪委监委系统相关负责
人出席会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
召开 ，州委设主会场 ，各县市 、
湘西高新区 、乡镇 （街道 ）设分
会场。

会上，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
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初心与蜕

变 2022》。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
记、 州监委主任何锋作主题为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
定正风肃纪反腐”的工作报告。
与会人员开展分组讨论。 会议
表决通过全会工作报告和全会
公报（草案）。

虢正贵指出，2022 年，全州
各级各部门深学笃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全面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 坚持
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持续深化以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 政治监督有力有
效， 反腐败斗争深入深化，“四
风”纠治从严从紧，监察治理提
标提质， 清廉湘西建设取得新
成效， 为全州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以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迎接了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虢正贵强调， 要全面学习
贯彻中央和省纪委全会精神 ，
深刻领会和把握解决大党独有
难题的重大命题， 深刻领会和
把握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
重大部署， 深刻领会和把握坚
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大任务， 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
求上来。

虢正贵强调， 要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
部署落实见效， 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
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 ，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
不想腐，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
转，健全监督体系，交出自我革
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优异答卷。

虢正贵强调， 纪检监察机
关必须忠诚于党、勇挑重担，敢

打硬仗、善于斗争，坚持以党性
立身做事，增强法治意识、程序
意识、 证据意识， 完善内控机
制， 以铁的纪律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铁军。

虢正贵强调， 要把从严管理
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
来，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
强免疫， 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
量， 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让
敢为的人放心作为，敢闯的人勇往
直前，敢干的人能征善战，敢首创
的人大胆开辟新天地，营造积极健
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
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 蒲启荣
王亚博）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激发学生
爱国情怀。 2月 6日上午，湖南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选派长沙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易威在天
心区实验小学开学典礼上开展
“国门故事进校园”活动，为 500
余名师生讲述移民管理警察卫

国戍边故事。
“什么也不说 ，祖国知道

我”“祖国就在我身后……”宣
讲中 ，易威以 “保家卫国终不
悔 驰骋疆场献青春”为题，紧
密结合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
英雄故事 ， 用生动活泼的语
言 、丰富感人的视频 ，向学生
们娓娓道来自己在雪域高原、

三湘大地戍守边境国门的难
忘经历。 通过一幅幅如诗如画
的雪域高原照片、一桩桩克服
恶劣天气为党为国守国门的
感人事迹、一次次与穷凶极恶
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惊险画
面 ，为学生们讲述了 “特别能
吃苦 、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团
结 、特别能奉献 ”老西藏精神

和移民管理警察向困难挑战、
向极限挑战的卓越品质。 会场
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孩子
们的阵阵喝彩声。

听课结束后，学校领导表
示，这是一堂交口称赞的思政
课，是一堂深受启发的爱国主
义宣传教育课，使爱国主义精
神牢牢扎根学生心中。

国门故事进校园 共筑少年强国梦

湘西州十二届纪委第三次全会召开

始终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虢正贵出席并讲话

（接 01 版）

特别是长沙交警近期将率先
推出一批“护学通道”，在上下
学高峰时段采用移动护栏将
机动车隔离，最大化提升学生
安全保障。

严格校车安全管理
目前，全市共有校车公司 10

家，参与运营校车 1361 台，具备
校车驾驶资质的驾驶人 2019
人。开学前，长沙交警已对全市所
有校车及其驾驶人进行全面检

查，对车辆的注册登记、年度检
验、交通违法、申请校车使用许
可、乘载学生、运行范围等情况
逐一进行审核把关，确保检查发
现的交通安全隐患在开学前全
部清零。同时，组织所有校车管理
人员和驾驶人开展上岗前安全

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
全意识。开学后，长沙交警将联合
教育、安监、交通等职能部门经常
性开展校车联合整治行动，严查
校车交通违法，依法打击“黑校
车”包车、拼车接送学生，非客运
车辆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

图片新闻
生态环境执法
典型案例公布

有举报人被奖励 5万元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生态
环境执法中举报奖励领域的 6
个典型案例，其中举报人最高获
得 5 万元奖励。

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 ，近年来 ，生态环境部指导
各地按照《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
导意见 》《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
见 》有关要求 ，建立实施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将群
众举报作为发现环境违法线索
的重要途径，充分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积极性，对举报重大生态环境违
法犯罪案件实施重奖，查办了一
批重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推动
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身边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包括：
河南安阳对群众举报非法倾倒
危险废物案实施奖励，举报人获
得 5 万元奖励；浙江温州对群众
举报非法倾倒含重金属蚀刻废
液案实施奖励，举报人获得 5 万
元奖励；上海对群众举报利用渗
坑超标排放有毒物质案实施奖
励， 举报人获得 2 万元奖励；吉
林延边对群众举报非法采金污
染环境案实施奖励，举报人获得
1 万元奖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八师石河子市对群众举报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案实施奖励，举
报人获得 1 万元奖励；广西来宾
对群众举报私设暗管排放污染
物案实施奖励，两名举报人每人
获得 5000 元奖励。

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