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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倡导文明有担当

今年 9月 20日，一场以“爱岗敬业
不忘初心、廉洁从政砥砺前行”为主题
的道德讲堂，在信阳市交通运输局举
行。

看一部警示短片，讲一个廉政故
事，诵一段红色经典，谈一点敬业感受，
作一番精彩点评，送一份美好祝福……
十余位各条战线上的交通人先后走上
讲台，谈理想、说奉献、讲感受、表决心。

据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俊辉介
绍，这是局机关“道德讲堂”的第6场活
动。加强人员思想教育，不断强化交通
队伍综合素质，努力建设文明、高效的
服务型机关，是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建设
的重要内容。

仅今年来，他们就先后组织 2期共
150人次的党的创新理论集中培训，开
展大型专题党课 3次，邀请专家授课 3
次，组织党性教育现场教学活动 3次，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开展了系列廉政教育和“以案
促改”专题教育，努力使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交通运输系统落地生根。

丁爱民告诉记者，信阳市交通运输
局 连 续 4 届 成 功 创 建“ 省 级 文 明 单
位”。8个局属单位，有7个是省级文明
单位。今年以来，信阳市交通运输局先
后被省交通运输厅授予“安全应急先进
单位”“全省交通运输污染防治攻坚战
先进单位”“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新闻宣
传工作先进单位”，连续五年受到信阳
市委、市政府通令嘉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随着采访
的深入，记者感到，正是每一位交通人
植根于灵魂深处对文明的渴求，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实践行，才铸就了
全系统文明创建持续的辉煌。

法律知识讲座、道德大讲堂、全民
读书会、主题演讲赛、环保知识竞赛、交
通摄影大赛……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既丰富了干部职工的精神文明生
活，促进了团结，增进了友谊，激发了干
劲，更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源泉。

营院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处
可见；办公区内，“文明走廊”活动各具
特色，一幅幅摄影作品展现着信阳交通
人的文明形象；名言警句、文明广告与
白墙相映成趣；电梯间、楼梯口、过道
内，文明创建牌无处不在，处处匠心独
运，既美化了环境，又营造了氛围；图书
室、文体活动室、健身房装饰一新，成了
业余时间干部职工最爱的去处……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周保林
坚定地表示，创建工作关键在干，只要
我们抓住关键环节、紧盯民生难题、聚
焦公共服务，就一定能高标准完成文明
交通创建任务。8

截至今年年底，光山县城乡客运班线总里程已达
1297 公里，其中村村通线路 747 公里。今年 10 月
起，由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村
村通客车”38条班线正式开通，以上车1元的低票价，
承担起156个行政村公交运行服务，受到群众广泛赞
誉。图为12月 7日，该县南向店乡农村群众乘坐“村
村通”班车赶集。8 谢万柏 摄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胡传仁）
近日，信阳市检察院员额检察官胡伶俐在一起减刑案
件庭审时，向法庭当庭出示细致审查发现的罪犯韩某
及其家人采取“偷梁换柱”手段试图骗取减刑的证据。
法庭采用检察官司法建议，当庭裁定对韩某不予减刑。

12月 12日，信阳市检察院执检局局长周勇军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他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
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围绕构建罪犯减刑案件化
办理、实质化审理模式，先后出台《罪犯减刑办案指
引》《罪犯减刑证据审查规程》等规范性文件，对减刑
案件从受理、审查、出庭以及文书制作等各个方面做
出明确规定，注重将减刑材料作为罪犯减刑的重要依
据，总结归纳了“七必严”审查法，严格按照刑事诉讼
证据的要求，在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方面从严审
查，从严把关，确保减刑准确无误。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该院执检局共办理罪犯减
刑开庭案件781件，其中三类罪犯138件，审查中提出
不予减刑意见 65件、从严限制减刑幅度意见 186件，
全部得到法院采纳。8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陈思思）
11月 29日至 30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在信阳召
开法院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信阳、平顶
山、许昌、漯河、驻马店、南阳等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局长、综合处处长及各辖区熟悉执行业务流程、
具有良好理论基础的基层法院干警代表参加座谈。

与会人员在观看了信阳中级人民法院拍摄的《加
压奋进·砥砺前行》的执行宣传视频后，先后围绕执行
信息化建设、执行实施类案件流程管理、执行指挥中心
实体化运行、执行案件管理，以及如何发挥执行职能保
护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和交流。8

省高法

执行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
在信阳召开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聂建武
程一桐）12月 10日，家境贫困的罗女士冒雪走进新县
法律援助中心，紧紧握住李长元律师的手，一个劲地
道谢。不久前，李长元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帮她成功
追回30余万元的交通事故赔偿金。

2017年 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让罗女士
身受重伤。交警认定对方全责。在多次找肇事索要
赔偿未果的情况下，罗女士推开了新县法律援助中心
的大门。

近年来，为更好地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新县
在普法宣传上做文章，在法律援助上求实效，在帮教
调解上下功夫，通过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
服务实体平台，选配司法行政干部担任村（居）委法律
顾问，山旮旯里有了法律咨询人，打通了法律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持续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
进乡村和清欠农民工工资法律援助专项活动，织密群
众法律维权保障网。通过加速推进“放管服”改革，开
辟“绿色通道”让公证服务更便民，弱势群体维权更便
捷，各项法律服务惠民利民举措，为群众撑起了强有
力的“保护伞”。8

让群众出行更满意
——交通运输系统文明创建的“信阳实践”

文明交通，是城市的一面镜子，

也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名片和窗口，

更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组成部

分。

“文明创建，交通先行！”今年7

月，在信阳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攻坚动员会上，信阳

市政协副主席、信阳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周保林话语铿锵，“我们要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志在必得的信心、舍

我其谁的雄心，为信阳成功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贡献交通力量！”

12月 10日，浉水微漾，雪花飞

舞，走进信阳彩虹桥头浉河北岸的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4块金灿灿的

“省级文明单位”奖牌，似乎诉说着

二十年来信阳交通人对城市文明的

不懈追求。

初冬信阳，天气渐寒，一连数周，无论阴晴
雨雪，信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交通运输局
执法处抽调 30余人，坚守在街头 6个“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客运市场督导点”上。

他们三人一组，礼貌拦车、举手行礼，走近
驾驶员俯身送上一句“您辛苦了！请系好安全
带，讲究文明、安全行车”的温馨问候，递上一
封《文明创建、人人有责——致全市出租车司
机朋友的公开信》，在副驾驶座位前贴上一张

“禁止吸烟、文明乘车”温馨提示贴，在车后窗
玻璃上贴上一张“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的
文明倡导贴，向每一位信阳出租车司机传递着
暖意，并通过他们把城市文明绵延不断地向每
一位乘客传递。

多年来，信阳市交通运输系统将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作为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并
以此推动交通运输加快发展，树立系统良好形
象。他们层层建立组织，明确职责、细化方案、
全面动员，将文明创建任务逐项分解到单位、
科室，责任落实到人。

信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纪委书记林辉表
示：“创文树形象，交通有担当。”

通过组建交通联合执法稽查队伍，加大文
明城市创建交通倡导，加强中心城区营运车辆
管理，及时纠正客运班线、出租车违法营运行
为，加大“黑车”打击力度，对客车、公交车、出
租车违章驾驶、乱停乱放、闯红灯等行为进行
集中整治，大力营造“安全、畅通、舒适、和谐”
的交通运输环境。同时组织对公交站牌和公
交站棚定期清洗、维护和更换，加大出租车和
公交车文明公益广告播放频次。

仅今年前11个月，他们在中心城区就组织
3次文明交通集中整治活动，开展 6次大规模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掀起全社会参与
文明创建氛围，把文明通过交通窗口向每一个
人传递。

2017 年，信阳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入关键
期，市里决定在过境信阳的 G107、G312国道
设立临时冲洗站点，阻止脏车入城，减少城市
扬尘。

信阳市公路管理局闻令而动，自2017年 8
月 18日受领任务，不到一周就完成勘察、选址
和建设，3座临时冲洗站很快建成投用。随后，
他们又按照要求，积极筹措资金、申报立项、征
地建设，先后在信阳东、信阳北、信阳西和信阳
南建成 4座永久性车辆冲洗站，日均冲洗车辆
5800余辆，减少约18吨灰尘、泥沙、油污入城。

“创建文明城市关系到方方面面，每一个
交通人都是一扇文明窗口，完成每一项任务都
体现一个单位的文明形象。”信阳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书记、信阳市公路管理局局长朱时锋坚
定地表示，“文明创建，交通先行，永无止境！”

“文明道班”“文明窗口”“文明使者”“文明
标兵”“十佳驾校”“十佳维修点”“水上文明创
建”等交通文明倡导评选活动，更是连年开展，
持续不断，文明交通创建如“绵绵细雨”，滋润
着城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标志，
公交、出租车、客运车站，是人们了解一个城
市的第一服务窗口，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明
形象，更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中之重。多年
来，信阳持续抓好以出租车、公交车和客运
车站为重点的行业窗口规范化服务。

今年6月 5日，信阳市第12届“爱心送
考”大型公益活动启动，500余辆出租车司
机、爱心私家车主纷纷在自己的车辆后视镜
上扎上绿丝带，在后窗玻璃上贴上方便考生
识别的爱心车贴。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
信阳参与爱心送考的出租车达600多辆，累
计接送考生及家长8000余人次。

这项始于2007年高考前夜，由出租车
司机和私家车主共同参与的爱心公益活
动，在信阳至今已坚持了12年。每年高考
季，一辆辆飘舞着“绿丝带”的车辆在大街
小巷中穿行，为高考学子送去贴心和温情，
成为信阳街头最美的风景。

今年2月 9日，信阳东站迎来铁路部门
加开的“夜行高铁”，凌晨4时18分，北京至
信阳东的G4711次列车准点到达，让所有旅
客没有想到的是：赶着回家过年的县区旅客，
一走出高铁站，就乘上了信阳客运部门临时
加开的“温情大巴”，把他们直接送回家乡。

每年春运期间，开展以“亲情伴春运，
温暖在旅途”为主题的“情满旅途”文明客
运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成为客运服务窗口
坚持了多年的文明创建品牌活动。及时与
铁路部门对接，开行夜行“温情大巴”，正是
他们开展“情满旅途”文明客运志愿服务活
动的具体举措。

郭喜云、郭喜平姐妹俩，是信阳公交战
线有名的“姊妹花”。一个是 26路公交车

车长，一个是 2路公交车车长。姐妹俩长
年累月穿行在信阳的大街小巷，春夏秋冬
年复一年，迎来送往不同的乘客，好事装满
几车厢，受的委屈也能倒出几大筐。

多年倾心服务，倡导文明，姐妹俩还总
结出了“仪表要端正、态度要热情、表情要
自然、语言要文明、观察要细心、照顾要主
动、提示要及时、服务要热情；乘客上车有
欢迎语、车厢满载有疏导语、车辆行进有报
站语、车辆转弯有安全语、对弱势群体有关
照语、对外地乘客有导向语、乘客让座有致
谢语、乘客下车有欢送语”的“八要”“八有”
工作法，被公司向所有公交司乘人员推广。

今年10月，重庆公交车坠江悲剧发生
后，信阳公交公司防微杜渐，及时出台政
策，设立“委屈奖”，要求所有公交车司机行
车时严守驾驶规程，文明应对乘客“无理”
要求，确保乘客绝对安全。

出租车、公交车和客运车辆驾乘人员，
人员流动非常大。信阳持续推进从业人员
素质提升工程，每年都分期分批、分门别类
组织对全市驾乘人员进行素质培训，从文
明用语、文明行车、规范着装、规范车辆等
多个方面入手，确保行业整体文明水平不
断提升。

今年以来，他们持续开展“文明交通我
先行，优质服务促创建”主题活动，重点实施
文明服务示范、交通服务改善、交通环境优
化、客运市场规范和交通运输平安“五大工
程”，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评选表彰 15个

“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和30名“文明优质服
务标兵”，不断提高全市交通运输系统文明
服务水平，树立了交通运输系统良好的社会
形象。

今年 1月，信阳两次遭受特大暴雪袭
击，国省干线告急，县乡公路告急，城市交
通告急……面对群众出行遭遇的前所未有
的困难，信阳交通人日夜奋战在交通一线：

全市公路系统紧急出动，除雪保通，组
织应急保通队伍近 700人，出动机械台班
220余个，抛洒融雪剂、防滑沙上千吨，累
计清除积雪公路3300余公里，确保信阳境
内国省干线公路正常通行。

市公交总公司及时调整线路运营时间
及运力，除远郊的 3路、16 路公交车停运
外，其他线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全负荷
运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雪灾数日，信阳街
头除了公交车，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

利民惠民放心中，文明创建不停步。
今年 10月 28日 8时 20分，中国东方

航 空 公 司 MU2291 次 航 班 的 一 架 空 客
A320 型客机，稳稳降落在明港机场跑道
上，信阳正式开启水陆空立体交通新时代。

当首航乘客兴高采烈地走出机场航站
楼，身披文明志愿服务者绶带的信
阳客运服务员已经列队等候
在几辆崭新的新能源大巴
前，提供及时高效、
文明优质的客运服

务，信阳交通人一直在努力。
11月 22日，记者来到信阳首个公路星

级服务站——G312国道孔畈道班服务站，
宽敞整洁的停车区，温暖如家的休息室，干
净卫生的卫生间、洗浴室，香气四溢的餐厅
厨房，以及备有书报的阅览室，提供常用药
品的医疗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孔畈道班养护工区长谢文礼兴奋地告
诉记者，很快这里就要正式向过往车辆开
放，提供停车、如厕、洗澡、加水、休息等免
费服务，未来他们还会根据需求，提供餐
饮、购物等便民、利民服务。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本是
文明交通应有之义。”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丁爱民感慨说道。

积极推进公交场站建设，完善配套保
障设施；提高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优化
公交站点布局和组织衔接；推广应用智能
公交系统，提升公交线路运转速度；抓紧
完成 200辆纯电动公交采购，延长公交线

路、加密公交班次，不断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一个

个先后被提上议事日程，
随之变成现实，惠及
千家万户。

新县

为群众撑起法律“保护伞”

淮滨县就地取材发展稻草编织加工，不仅杜绝了
焚烧秸秆带来的大气污染，而且带动留守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图为淮滨县王家岗乡四河村的腾飞草
编扶贫车间内，赋闲的农民正在编制草绳。8

秦怡欣 朱丝语 摄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唐书安 姜新福

2 擦亮窗口树形象

3 利民惠民暖心房

4 文明机关新风尚

信阳第12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

春运期间文明交通“情满旅途”
志愿服务活动便民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