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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集团：

明查暗访全覆盖
风清气正过春节
本报讯 （饶章华） 春节将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关于开展春节期间作风建设督查的通知》 要求，坚决
纠“四风”转作风不止步，景德镇黑猫集团纪委近日
集中约谈了集团及下属各公司财务、公务接待、公
车、食堂、接待场所等管理部门负责人，要求认真履
行监管职责，把好第一道关口。
该集团纪委早打招呼，周密部署，节前已向各下
属公司传达纪检组 《通知》 要求，督促各公司春节期
间成立自查小组，制定自查自纠方案，并通过电话、
微信和邮箱等形式上下联动，及时把督查情况通报集
团纪委。集团纪检监察室制定 《春节期间明查暗访工
作方案》，设立常态化督查组，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
的方法，深入各下属公司一线，瞪大眼睛、拉长耳
朵，重点督查节假日值班情况、公车私用、公款吃
喝、公款旅游、滥发钱物等问题，严防“四风”问题
反弹回潮。
黑猫集团聚焦老问题、紧盯新变化，使工作不流
于形式，不走过场，让大家习惯在监督和约束的环境
中工作生活，确保春节期间风清气正。

市妇幼保健院举行迎新春联欢晚会
本报讯 （张颖 文/图） 1 月 25 日，市妇幼保健
院 2019 迎新春联欢晚会热闹举行。医院干部职工欢
聚一堂，共迎新春佳节。
在该院院长余钢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年致
辞后，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市妇幼保健院新春联欢
晚会拉开了序幕。来自各科室人员自编、自导、自
演的诗朗诵、拉丁舞、吉他弹唱、抖音串烧舞曲、
小品、独唱、舞蹈、葫芦丝独奏、快板舞等不同类
型的 22 个节目依次登场，内容丰富多彩，节目精彩
纷呈，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晚会现场气氛
热烈，流光溢彩，掌声不断，热度不减，一片欢声
笑语。其中，抽奖活动更是将晚会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热烈而又喜庆。丰富精彩的节目表演引来职工
们的阵阵掌声。
晚会的举办，充分展现了市妇幼保健院文化建
设取得的成果和医职员工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

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党员收看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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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院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熊弼慧） 根据 《2019 年
市卫生计生系统春节前安全生产督查
的通知》 要求，市第五人民医院切实
做好春节前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
1 月 24 日上午，市卫计委一行到
市五院保安室、门诊药房、锅炉房、
配电室、电动车充电点、病房、监控
室等处进行检查，对用电设施、电梯
和压力容器、消防器材使用情况、麻
毒药品及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管理、
单位基建施工等进行安全督查，详细
了解医院安全生产工作现状。
督查组要求，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提高责任意识，紧绷安全生产
这根弦，加强自检自查；确保消防通
道及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做好春节期
间的值班排班，确保人员在岗在位；
提高防火防盗防范意识，做到未雨绸
缪，确保安全无事故，平安祥和度春
节，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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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宏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面向
城乡招聘岗位操作工、维修工若干，待遇
3500-7000 元/月。要求初中及以上文化，
身体健康，诚实敬业，公司提供免费食
宿，录用后向未买社保人员提供社保。
联系人：孙玉平
15807988755
周国良
1580798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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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态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
度关切，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零容忍”的鲜明立场，对全面从
严管党治党的坚强决心。警示
引导大家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以更强的责任担当做好每一
项工作。
观看电视专题片后，大家一
致认为，
“秦岭违建”事件触目惊
心，振聋发聩，给广大党员干部
上了一堂深入灵魂的教育课。
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汲取秦岭
违建别墅问题教训，进一步严明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
决杜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瓷都百姓的健康平安保驾护航。

部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以及形式主义走过场、
官僚主义不作为等问题，反映了党员干部中存在政
治建设缺位、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强、“两
个坚决”落实不到位、求真务实作风不硬、担当精
神不足等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专题片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深入灵魂的政治、思想、
责任、作风、纪律教育课，纷纷表示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秦岭保护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以优良的作风狠抓工作落实，争做政治坚
定、实干担当、作风过硬的表率。
市妇幼保健院要求全体党员切实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把准政治方向、严明政治纪律、强化政治责
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本报讯 （黄高梅） 为进一步加强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宣传工作，减少环境污染，规范管理，昌
江区鲇鱼山镇党委按照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认
真落实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禁限燃放烟花爆
竹的通知》。近日，市公安局、昌江公安分局、鲇
鱼山镇、鱼山派出所和鱼山城管等多部门联合，
将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巡逻队设在凤岗、金桥、上
徐村委会作为试点。
禁燃禁放巡逻队工作人员认真坚守工作岗
位，对在辖区内的村民、店铺、作坊发放禁燃禁
放告知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大力宣传，并告
诫广大村民，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气污染、噪
声污染，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同时也会带来安
全隐患。而且，燃放的烟花爆竹碎屑，也会给环
卫工人增添严重负担。店铺与村民们纷纷表示，
积极响应号召，不燃放烟花爆竹。
联合成立的巡逻队将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在
春节来临之际，认真做好宣传工作，确保辖区平
安稳定，让村民过一个和谐平安的幸福年。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本报讯（张颖 文/图）1 月 25 日，市妇幼保健院
组织全体党员收看专题片 《一抓到底正风纪——秦
岭违建整治始末》。该片全景式地披露了秦岭违建
别墅事件的来龙去脉，深入剖析了有关地方政府干

市五院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专题片

本报讯（黄圆）1 月 24 日上午，市
第五人民医院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
收 看 电 视 专 题 片《一 抓 到 底 正 风 纪
——秦岭违建整治始末》。
该专题片对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
问题的产生、发展、影响和危害进行解
读，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对作风建设一抓到底的坚定立场和

神风貌，同时，也激励市妇幼保健院全体员工在院
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更上一
层楼。

昌江区鲇鱼山镇禁燃禁放
烟花爆竹巡逻队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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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来临之际，珠山区竟成镇党委、政府、
人武部带着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来到辖区驻军部
队走访慰问，并送上慰问金。 （黄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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