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本地·时政
荆门日报传媒集团主办
统一刊号：CN42-0032

2018 年 4 月 13 日 / 周五
编辑：李兵

我市四专家获 2017 年度省专项津贴
荆门晚报讯 记者张文 通讯员吴翔

广告经营许可证
荆工商广字 4208003001003

地址 荆门市月亮湖路 40 号
传真 2210276
订阅和投递质量投诉
印刷质量投诉

2341958
2341507

荆门晚报新媒体

荆门小记者

荆门晚报微博

印象荆门

晚报乐购

荆门健康在线

荆门金融街

联系方式
全媒体采集中心：2352119
京山记者站：13581327777
沙洋记者站：13451192264
钟祥记者站：13872946112
掇刀记者站：13908698853

（
）晚
报记者昨从市人社局获悉，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 省人社厅公布了 2017 年享受省政府专
项津贴人员名单， 我市有 4 名专家荣获“省
贴”。
这 4 名专家分别为： 建成华中地区最
大锂电池生产基地， 获 30 余项创新成果的
湖北金泉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吕正中；在全

上接 版

（
01 ） 二是防范经济安全风险。
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经济运行情况的
监测，健全经济安全形势评估和监测预警机
制，注重风险防控和预期引导。 围绕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聚焦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坚持“一户一策”，精准实
施不良贷款化解“清零”行动；密切关注地方
债务，清理整顿不合规举债；严厉打击非法
集资、非法借贷、非法互联网金融、地下钱庄
等违法行为。 三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 积极
化解社会矛盾，健全重要领域矛盾纠纷化解
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完善公安信息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安全治理现代
化水平。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完善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有效遏
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有效防范化解重大
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 四是防范网络安
全风险。 坚持弘扬社会正能量，大力净化网
络空间，培养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
化。 加强党政机关、金融、电力、通讯等重点
部位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防止敌对破坏分
子侵入袭击。 五是防范生态安全风险。 加强
大气、水、土壤污染整治。 抓好中央环保督查
反馈问题整改销号。 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健康
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环境问题，妥善处置突发
环境事件。
要夯实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这个基础，守

市率先开展脑肿瘤等高难度神经外科显微
手术，成就了多个“荆门第一”的市第一人民
医院陈治军； 全省首创农作物病虫电视预
报，打造出“双福”有机稻、“春篮”绿色蔬菜
两个品牌的市农业局植物保护检疫站魏先
尧；带头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将农业观光旅
游综合基地建成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京山
马嘉领农业科贸有限公司张立。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省政府专项津
贴人员以专业技术人才、基层一线人才（有突
出贡献的乡镇农技推广人员、 教育工作者、
医疗卫生工作者）、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
才等四大类为主。 根据规定，“省贴专家”每
年评选一次，入选人员获省委、省政府颁发
的专家证书，一次性获省政府专项津贴 1 万
元，均免征个人所得税。

好“主阵地”。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抓好抓实
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宣传教育，让每个人都
能认清国家安全形势、 提升国家安全意识、
增强国家安全使命，真正筑起国家安全牢不
可破的“铜墙铁壁”。 一是坚持分类施教。 把
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
教育培训体系。 针对国家公务员、学生、社会
公众等不同群体，精心设计形式多样、行之
有效、喜闻乐见的活动载体，推动宣传教育
进机关、进社区、进课堂，真正让国家安全理
论入脑入心。 二是做好结合文章。 把开展国
家安全宣传教育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有机
结合，与法治荆门建设有机结合，大力宣传
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国家安全法、国防法、
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引导
全体市民向一切损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
作坚决斗争。 三是拓展宣传渠道。 加强传统
媒体宣传，注重运用政务网站、微博、微信等
新型传媒手段普及国家安全知识，积极占领
网络舆论阵地。
要抓住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绝对领导这
个根本，种好“责任田”。 自觉将国家安全工
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确保国家安全工
作正确政治方向， 努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专门机关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国
家安全工作格局。 一是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国家安全纳入工作总体
规划， 做到与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同谋划、同

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强化工作
措施，努力确保各地区、各领域不发生危害
国家安全的案(事)件。 二是完善国家安全工
作机制。 强化维护国家安全“一盘棋”意识，
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情报信息、 风险评估、
预防和预警机制，完善应对处置国家安全重
大突出案（事）件工作预案，确保维护国家安
全的各项工作科学、有序、严谨、高效运行。
三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 按照忠诚、精干、内
行的要求， 加强国家安全专门力量建设，增
强应对各类挑战的本领。 加大国家安全投
入，保障国家安全工作需求。 坚持专群结合
方针， 建立健全群防群控群治的组织网络，
动员全体市民共同保护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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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晚， 荆门市象山大道中福在
线销售厅爆出“连环夺宝”游戏中 24 颗红
宝石，斩获全国累积大奖 25 万元！
中奖彩民罗先生是一个中福在线资深
玩家，罗先生开始接触“中福在线”视频型
彩票时就被游戏丰富、动感的画面所吸引，
玩了一段时间后， 已深谙游戏玩法的罗先
生就喜欢上了这种游戏。 他觉得玩
“中福在
线” 不仅能舒缓紧张的工作情绪， 放松压
力，更能在绿翡翠、红玛瑙、金猫眼等宝石

中探寻隐藏的“
宝藏”，真是一举两得。 而在
这三年中，罗先生频频收获各项小奖，也收
获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每次到中福在
线销售厅玩游戏，他总是跟朋友们约好，三
五知己一起在销售厅里边享受游戏放松身
心，边叙旧话家常。
11 日下午，罗先生出差回来后，第一时
间来到销售厅开始游戏， 罗先生中途加大
游戏点数，采用单注 80 分，五注全选进行
游戏。 晚上 9 点多， 他在第三关拍出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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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惠春天 欢乐中福奖上奖
近日，从市福彩管理站传来
消息，为回馈彩民朋友长期以来
对中福在线的支持与厚爱，提高
中福在线的社会知名度，全市中
福在线大厅定于 3 月 31 日同步
开展“约惠春天 欢乐中福奖上
奖”活动，彩民参与中福在线游
戏，奖上再加奖，这个春天，让我
们一起相约福彩
“
中福在线”吧。
活动期间，凡在我市（含县
市）
“中福在线” 大厅办理或充
值的投注卡， 满足单张投注卡

一次性退卡 1000 元以上 （含 2
元卡押金），除获得卡内金额外，
同时还可获得 400 元的投注卡
奖励，90 万元总派奖金派完为
止。
需要提醒彩民朋友注意的
是，兑奖时，须凭促销活动期内
打印的办卡或充值小票、 退卡
小票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才能
办理领卡手续， 本次活动最终
解释权属荆门福彩管理站。
（

荆彩 ）

颗红宝石，拿下了全国累积大奖 25 万元。坐
在罗先生旁边的彩民明显要比罗先生更激
动，
“
中 25 万了，中 24 颗红宝石啦！”彩民激
动的声音吸引了很多在投注的彩民围观，大
家纷纷恭喜罗先生中出 25 万元大奖！
在办理完兑奖手续后， 罗先生感慨地
说：“买彩票一定要理性投注，不能只想着中
奖，如果没中奖，买彩票的钱可以用于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玩彩心态很重要，即
）
便没有收获奖金，也会收获希望。 （

福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