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报消息（综合全媒体记者、通讯员报
道） 连日来，市领导张建国、甘毅、何国
烜、邓娟娟、张开荣、卢柳屏分别深入基层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向他们致以
节日问候，并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1月 17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
建国率队到鹿寨县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困难
群众，向他们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并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身体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林后富、秦秀鸾都是有着 56 年党龄的老党
员，多年来热心乡村发展建设。张建国走进
两人家中，关切询问两人身体情况，与他们
话家常、聊近况。希望他们多注意身体，保
持良好精神状态。有困难要及时寻求帮助，
党和政府一定会全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随后，张建国来到困难群众陆亮明、林
后军家中，详细了解他们家庭收入、生产生
活、身体健康状况、相关帮扶措施落实等情
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念、自强自立，积极乐
观地面对生活，并叮嘱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
好各项帮扶、保障措施，时刻把困难群众的
生活冷暖放心上。 （周仟仟）

●1月 16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
毅率队到城中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困难
群众，送去新春问候和美好祝福，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困难群体的心坎上。

甘毅来到困难党员冉忠、罗运承的家
中，与他们面对面谈心交流，关切询问他们
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感谢他们为城市发
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们坚定信心、乐
观向上，克服困难、奋斗拼搏，努力创造更
加美好的新生活。

在困难群众韦比、困境儿童真真的家
中，甘毅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状况和生活补
助情况，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叮咛
他们保重身体，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奋
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走访慰问中，甘毅指出，各相关部门
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勤联系、常走访，多关心困难群体的
生活，多倾听他们的心声。要主动靠前服务，尽心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揪
心事、烦心事。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体的帮扶工作，确保各项帮扶措
施落实到位。 （韦斯敏）

●1月 13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何国烜率队到柳北区石
碑坪镇，走访慰问了困难群众，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何国烜来到困难群众阮继福的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情况，并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努力克服困难，积极面对生活。

在困难群众张小弟的家中，何国烜与他们一起拉家常、问冷暖，详
细了解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叮嘱他们保重
身体，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何国烜叮嘱当地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对生活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
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度过一
个平安、温暖、祥和的春节。 （黄慧妮）

●1月 14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何国烜率队到融安县走
访慰问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和诚挚祝福。

何国烜先后走访慰问了困难群众唐秀莲、向海群和困难党员张家
伦、许庆玲，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送祝福，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情
况、收入状况、政策享受等情况，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自立自强，积
极看待当前困难，乐观生活。并叮嘱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困难党员、困
难群众生活冷暖挂在心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落实有关“兜底”保障政策，把惠民政策落实到群
众心坎上。 （覃庆和）

●1月 17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娟娟率队到鱼峰区走访慰问
困难群众和困难党员，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祝福。

困难党员曾元兴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他
热心帮助邻里，积极参与防疫值守等工作。邓娟娟关切地询问曾元兴
的家庭情况，鼓励他继续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为群众服务。并叮嘱
社区，如果曾元兴在爱人就业、子女读书等方面遇到困难，要及时提
供帮助。

“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忙解决？”“祝福你日子越过越好”……邓娟娟
一行还相继来到特困人员陈伍家、特困人员罗志超家和困难党员黄艳娜
家进行走访慰问。每到一户，邓娟娟都关切询问他们有哪些困难需要帮
助解决，并表示，有事一定要及时找社区、找组织，党和政府永远是他
们坚实的后盾。 （荣瑶）

●“现在生活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十分满意！”这是 1 月 12
日，市委常委、柳州军分区司令员张开荣率队到鹿寨县寨沙镇长田村开
展春节慰问活动时，与脱贫户林汉清的对话。

在林汉清的家里，张开荣与他拉家常，详细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和收
入来源，并鼓励他要坚定信心，要相信依靠勤劳的双手，可以过上更好
的生活。

随后，张开荣来到村民林桂松的家中，为他的家人送上春联和新春
祝福。林桂松虽仍在外地务工，但他的哥哥介绍了林桂松的最新情况。
当得知林桂松外出务工生活过得不错时，张开荣表示，相关部门要继续
关心关注群众的安危冷暖，尽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让
群众见到实效得到实惠。 （覃珩）

●1月 13日，市委常委、柳州军分区司令员张开荣率队到融水苗族
自治县安陲乡、大浪镇、融水镇，对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困难
党员和困难群众进行慰问，送上新春祝福。

在安陲乡江门村，张开荣慰问了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杨宁，向杨宁送上市四家班子的新春祝福，并
询问了江门村产业发展情况。张开荣表示，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个
关键引擎，希望融水多涌现一批像杨宁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和致富带头
人，探索适合融水发展的特色产业，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
增收。

在大浪镇和融水镇，张开荣慰问了骆林英、骆旭格、杨荣华、杨明
怀，了解他们当前的家庭情况和生活状况。张开荣嘱咐基层党员干部要
多关心、关注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乡村振
兴工作中，将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精准落实到广大群众中。（欧振波）

●1月 16日，副市长卢柳屏率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走访慰问我市困
难群众及残疾人代表。

卢柳屏一行先后来到万利花园小区和民鑫小区，为困难残疾人代表
送上我市发放的慰问金和慰问信。“我们会通过各种残疾帮扶政策，帮
助你们解决实际困难。”在残疾人苏先生家中，卢柳屏为其家庭加油打
气，并敦促相关部门多多关注残疾群体，为愿意吸收残疾人就业的市场
主体和有就业意向的残疾人牵线搭桥，切实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在市儿童福利院、市社会福利院、市救助管理站、市社会福利医
院、市按摩医院，卢柳屏先后慰问孤残儿童、孤寡老人、残疾盲人职工
等困难群体，并送上我市发放的慰问金和慰问信。卢柳屏向坚守在我市
社会福利工作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市民政系统在新一
年中继续做好困难群众的关心帮扶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更多温暖。

（宋美玲）

日报消息（综合全媒体记者、通讯员报道）
为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春
节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连日来，市领导
张建国、甘毅、何国烜、邓娟娟、张国良、卢柳
屏、王鸿鹄、廖剑波、汤振国、袁东升分别率队
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

●1月 17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建国
率市应急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以及柳东新区相关负责人，前往广西玲珑
轮胎有限公司、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开展节前
安全生产检查。

检查组走进广西玲珑轮胎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查看企业安全生产、安全措施设置、消防安
全等情况。张建国表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
生命线，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
高企业安全生产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安全与发展

“双赢”。
在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检查组了解企业

目前生产运行状况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张
建国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企业要把安全生产
放在首要位置，全面加强安全管理。各相关部门
要紧盯问题突出的薄弱环节，持续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 （周仟仟）

●1月 16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毅率
队开展春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要求做好文旅安全
管理和火灾风险防控工作，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

甘毅一行先后到环江滨水大道雷村屯、环江
旅游码头和东门城楼，仔细检查消防设施安装、
监控设备运行情况等景区景点规范管理工作，详
细了解防范风险隐患的体制机制和应急预案。

甘毅指出，各景区景点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严格落实文旅市场规范管理和安全生产
各项措施，筑牢春节期间安全生产“防火墙”。
要加强宣传引导，做优服务保障，为春节期间房
车旅游和户外活动提供更好服务环境和配套设施
条件。要狠抓责任落实，强化执法监管，为广大
市民和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文旅
环境。 （韦斯敏）

●1月 14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何国烜带领市应急管理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
民政局及融安县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前往柳州融
锌矿业公司、广西壮象木业有限公司及融安县浮
石镇长隆村，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灭火
检查等。

在柳州融锌矿业公司、广西壮象木业有限公
司，何国烜了解企业安全生产预案制定、值班人
员安排、消防设施配置及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执
行等相关情况。他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大，各有
关部门和企业要强化安全意识，进一步压实责任，
紧盯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各项措施。

在融安县浮石镇长隆村，何国烜详细了解村
屯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
加大巡查巡逻力度，防火器材要配备到位，入户
宣传要到位，确保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
安的春节。 （覃庆和）

●1月 17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娟娟
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相关

负责人前往广西鱼峰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汽车集
团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冲焊件厂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

检查组来到广西鱼峰集团有限公司柳南区太
阳村镇水牯山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详细了解矿
区经营情况、开采工艺流程、安全生产情况、安
全设施及措施设置等。邓娟娟叮嘱企业，一定要
做好坍塌、渗水等隐患排查，安排好节日期间的
安全值守，节后开工前也要进行设备、场地的安
全检查，为开工做好准备工作。

在广西汽车集团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冲焊件厂，检查组深入车间一线，详细检查车间
各类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工人着装是否符合安全
生产要求等。邓娟娟表示，一定要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安全责任要落实到人，安全工作要全面
细致，为冲刺一季度做好安全保障。 （荣瑶）

●1月 10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国良率市
交通运输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应急管理局
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前往柳工集团和柳州火车站开
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在柳工集团，检查组深入厂区气站、新建成
的柳工装载机灯塔工厂，详细查看三现监控、生
产线试运行情况。张国良表示，企业要压实项目
建设推进环节、园区物流环节、车间生产环节的
安全责任，要持续深入一线做好服务，在保障生
产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夺取一季度经济工作
首战胜利。

在柳州火车站，检查组详细查看进站口、候
车大厅、检票口、出站口等安全应急保障措施是
否全面到位，并详细询问客流情况。张国良要
求，相关单位要做好设备、设施的检查调试，细
心全面做好应急预案，全力打赢春运安全保卫
战。 （荣瑶）

●1 月 16 日，副市长卢柳屏率市卫生健康
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慰问我
市拔尖人才和退役军人，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在市中医医院东院，卢柳屏与在该院工作
的市第十四批拔尖人才亲切交流，了解他们的
工作、生活情况，并向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信。卢柳屏充分肯定了拔尖人才在医疗工作中
作出的贡献，嘱咐他们要注意调节休息，保持
良好的精神状态，持续为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保
驾护航。

在城中区德福第小区，卢柳屏与抗美援朝老
兵促膝谈心，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卢柳屏表示，退役军人为国家和军队作出重
要贡献，全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把困难退
役军人的冷暖放在心上，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关爱
关怀。

当天，卢柳屏一行还前往万象城开展安全生
产检查，重点检查商场的消防安全情况及超市食
品保供、稳售价情况。 （宋美玲）

●1月 10日下午，副市长王鸿鹄率队到我市
建筑工地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基层慰问。王鸿
鹄一行先后走访交投·和顺江山和鼎华城锦绣华
府两个在建住宅项目，督促施工单位要保障岁末
年初建筑领域安全生产。

王鸿鹄仔细查看项目管理责任区域公示牌和
农民工维权信息告示牌，向施工负责人详细了解

项目建设情况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并向项目
一线施工人员送上慰问金、慰问信和暖心祝福。

王鸿鹄指出，春节临近，施工单位要进一步
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在建项目冬季施工及安全管
理，严格落实安全防护及疫情防控措施。行业监
管部门要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消除风险隐
患。 （宋美玲）

●1月 16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廖剑波
率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应急管理局以及柳北区等相关负责人到白
沙客运站、葛洲坝易普力广西威奇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在白沙客运站，检查组实地查看春运营运、
安全生产的现场管理及措施落实情况，了解客运
站春运旅客客流、车辆雨雪冰冻天气应对措施
等。廖剑波表示，春运客流正逐步回升，相关部
门和客运企业要落实好相关安全生产管理，提高
驾驶员安全意识，做好出车前询问及酒精测试等
工作，狠抓安全管理。

在葛洲坝易普力广西威奇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检查组查看公司的安全生产智能化监管平
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廖剑波指出，企业
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强化安全意识，做好生
产、仓储、运输等安全工作。关注员工的心理状
况，做好节假日期间值班值守，严格落实各项安
全生产责任制度，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周仟仟）
●1月 10日，副市长汤振国率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先后前往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柳东
乘用车基地、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柳州分公
司，开展春节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在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柳东乘用车基地，
检查组走进总装车间，认真检查了消防安全、节
日期间值班值守、应急处置等情况。

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柳州分公司，检查
组现场察看产品生产流程，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设施设备操作规程和
应急救援预案的落实情况。

汤振国要求，加强春节期间值班值守，做到
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管理到位、
应急救援到位，确保企业生产安全稳定有序。

（黄慧妮）
●1月 12日上午，市政府党组成员袁东升率

市应急管理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消
防救援支队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先后前往柳州卷
烟厂制丝车间、城中万达商业广场开展春节前安
全生产检查。

在柳州卷烟厂制丝车间，检查组实地走访车
间，检查机械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异味处理等
情况，了解企业的节假日值班安排和应急处置方
案。在城中万达商业广场，检查组一行巡视消防
监控中心监控操作和处置、一楼卖场消防、防踩
踏安全等，听取商场负责人关于春节期间人流管
控的应对预案。

袁东升要求，企业要加大监管力度，排查危
险源、消除安全隐患，严抓安全生产；商场要加
大对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力度，确保场馆内的疏
散通道畅通无阻。 （韦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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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安全生产能力水平 实现安全与发展“双赢”
市领导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好漂亮啊！”1月19日，在柳州
园博园第十二届“花潮盛宴 幸福安
宁”郁金香花展上，十几万株郁金香
怒放，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赏花。

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两侧，18 个
品种的郁金香绚丽缤纷，有红、橙、

粉、白、紫、黄六种花色。不同颜色
的郁金香组成了一片彩色的花海，与
园区里装饰的红灯笼相得益彰，营造
出浓厚的新春氛围。

全媒体记者 韦雨函 摄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
者罗秋振报道摄影）“好高
兴、好开心哟！我的新年礼物
是一辆五菱宏光MINI ，这是
我收到的最大、最厚、最惊
喜的礼物！”20日下午，2022
柳州消费购物节一等奖获得
者王小姐到柳州日报社办理
领奖手续，现场工作人员纷
纷向她恭喜时，她向大家表
达了自己中奖的喜悦。

“平时我买东西喜欢到
大商场，那里的售后服务
好，要是有什么问题也有保
障。”王小姐告诉记者，她
是从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们
转发柳州市举行消费购物节信
息的，当时正好有为自己购买

新衣服的想法，于是就到五
星商厦选购自己喜欢的衣
服。当时并不在意是否会中
奖，奖券也是随意丢在家
里。前两天听别人说已经开
奖了，才找来那条公布有中
奖号码的信息来对照，没想
到一等奖居然是自己，全家
人都非常高兴。她与父母均
有驾照，目前家里已有一辆
汽车，平时是她父亲使用为
主，现在中奖的这辆车，她
计划作为新年礼物转送给母
亲，因为她自己的单位离家比
较近，平常基本上都是走路上
下班，用车的需求不大。

据了解，“2022 柳州消
费购物节”由市商务局主

办，广西尚策广告策划有限
公司承办，柳州各大购物中
心、商场、超市、餐饮、汽
车、家电及家居建材等企业
参与。在 2022年 12月 16日
至 2023 年 1 月 15 日的活动
期间，各商家通过线上线下
全行业联动融合，开展一系
列消费促进活动，共同创造
出独特的消费场景，为市民
朋友奉献一场乐购生活、愉
悦消费的饕餮盛宴。在活动
闭幕式上，主办单位通过线
上 直播方式，在律师见证
下，逐一抽出了获奖号码。其
中，一等奖号码为 703368，
奖品是一辆宏光MINI，参与
商家为五星百货。 一等奖获奖奖券号码。

一辆五菱宏光MINI，这个新年礼物够大！
2022柳州消费购物节一等奖得主喜笑颜开

郁金香怒放迎新春

中国年中国年
欢 欢 喜 喜 我们

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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