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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咸宁

嘉鱼
“快递哥”张洋

获市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本报讯（记者 方达星）近日，记
张洋见义勇为的事迹经本报
者从市综治委获悉，嘉鱼“快递哥” 报 道 后 ，引 起 社 会 广 泛 影 响 和 关
张洋被正式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
注，并先后获得“嘉鱼县见义勇为
人”荣誉称号。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咸宁首个“邮
2 月 14 日，新年上班第一天， 政业见义勇为奖模范奖”、湖北省
28 岁的张洋准备外出派件时，看 “优秀快递员”等荣誉称号。
到对面一居民楼发生大火，一女子
为了表彰张洋同志在危急关
被困火中，紧急时刻，他不顾危险， 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勇救
迅速爬上三楼，徒手撞开防盗窗， 他人的壮举，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最后与同事一起成功救出被困女
委员会决定，授予张洋同志“咸宁
子。
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并分别颁发证书和奖金 5000 元。
市综治委号召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向张洋同志学习，学习他不顾
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的见义勇为精
神；学习他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的
高尚品德，同时希望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大力宣传见义勇为先进典
型事迹，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弘扬社会正气，为促进平安
咸宁、和谐咸宁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项目征地起纷争 人民调解促和谐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通讯员
钱成成 来庆庆）近日，在通山县大
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的
见证下，强强油茶果业有限公司与
大畈镇杉木园、下杨、西泉三个村
的村民代表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
签名盖章，一起涉及三个村近千名
群众的征地补偿纠纷终圆满化解。
几年前，
强强油茶果业有限公司
响应招商引资号召，
决定在大畈镇西
泉村原吴洞柑桔场建设
“在水一方”
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并就吴洞柑桔
场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西泉村签订了
书面合同，
征用该柑桔场土地 66 亩，
一次性向西泉村拨付了土地征用、
地
面附着物及坟墓补偿费89.4万元。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开发过
程中发现原征用的 66 亩土地中有

部分面积属于现下杨村 3、4 组和杉
木园村 9、10、11 组村民的祖坟山，
项目开发商强强油茶果业有限公
司认为：已与西泉村委会签订土地
征用合同，并且如数拨付了相关补
偿费用，依法取得了用地许可，不
存在重复征用和给付补偿。由于
各方意见不同，造成上千村民阻止
项目施工，
引发纠纷。
纠纷发生后，大畈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立即组成调处工作专班，
进驻实地开展纠纷调处工作。经
实地调查，原来公司所征地块位于
西泉村吴洞柑桔场始建于 1977 年，
原属于通山县畈泥乡西泉大队，场
内确有原大队 10、11、12 三个生产
队土地和部分李姓村民祖坟山。
了解情况后，大畈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在尊重事实现状，尊重风俗
民情的基层上，
一方面要国土、林业
部门对柑桔场村民坟山进行实地墈
界测量，确定争议面积。并积极组
织公安、司法、综治等部门力量进村
入户做群众工作，维护现场施工秩
序，
确保项目如期推进。另一方面，
大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原征地
价格仅为每亩 9000 元，远低于目前
土地征用行情为依据，
法理交融，
协
调开发商针对现场测量出的村民坟
山 11 亩面积，
做出适当补偿。
在调处专班的不懈努力下，
当事
三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开发公司补
偿增加涉及土地征收各组99000元，
一次性补偿各组村民坟墓迁移费用
7.7 万元，三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
意，
至此纠纷得到了妥善处理。

男子外出打工
“失联”24 年
回来发现自己成了
“黑人” 民警助力帮其
“复活”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通讯员 张
勇）近日，
咸安区贺胜桥镇离家 24 年
的村民严克桥回家探亲，却发现自
己已成
“黑人”
。最终在当地派出所
民警的帮助下，
成功上了户口。
外出打工二十四年 返乡后成
“黑人”
1992 年，家住贺胜桥镇滨湖村
十组的村民严克桥由于生活压力，
选择到贵州省松桃县长兴堡镇打
工。打工前，严克桥的父亲死亡。
打工期间，
母亲也去世了，
家中只剩
下哥哥严克明。在贵州，严克桥生
活较为贫困，
孩子众多，
一直想回家
乡看望哥哥，
却有心无力无法成行。
而家乡的严克明则以为弟弟
再也回不来了。于是村工作人员
多次上门了解严克桥情况，得到的

答案是失踪，迫于无奈，当地相关
部门将其户籍信息删除。
今年 3 月，
已经在外漂泊 24 年，
现今 59 岁的严克桥的继子在贵州省
结婚，
妻子收到了一笔礼金后，
决定
让严克桥圆梦回家乡看看，
可当其回
到贺胜桥镇探亲时，
才发现自己户口
已经注销了，
自己成为了
“黑人”
。
民警积极调查取证 助老人
“复活”
无奈之下，严克桥到户口所在
地的贺胜桥镇派出所请求民警帮其
补录户口。可在民警调查了解的过
程中发现，严克桥家谱上和区档案
局的名字是小名严纪厅，不是严克
桥。而由于其父母双亡，哥哥另有
户口，
也没有查找到其户籍资料，
村
里能证明其户籍的资料也已注销。

同时，民警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也
未查找到其户籍。没有相关依据，
为严克桥补录户口成为难事。
为了解决村民的困难，
贺胜桥镇
派出所高度重视，及时上报上级机
关，
一方面深入村里，
对事情展开调
查，
走访严克桥的发小及村民形成书
面材料；
另一方面民警发函给贵州省
松桃县长兴堡镇公安机关，
要求协助
调查严克桥离家多年的情况。
在民警努力下，最终形成了相
关依据并根据调查结果派专人到
咸安公安分局呈报上级审批，在最
短时间内为其办理了户口。
近日，当严克桥拿到户口本的
那一刻，激动地拉着贺胜桥镇派出
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为民办了一
件大实事，
“太感谢了，
谢谢！”

市区限鞭动真格
咸安多部门联合

开展城区烟花爆竹大清查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通讯
员 曾国斌）为了促进咸安区限鞭
工作的开展，2016 年 3 月 23 日
上午，咸安区政府的组织公安、
安监、工商、城管、环保等有关职
能部门对咸安城区正在经营烟
花爆竹的门店进行集中清查。
据 悉 ，此 次 清 查 的 重 点 包
括：对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已过
期的门店责令其业主停业，并对
其正在销售的烟花爆竹进行收
缴；对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尚未
到期的门店要求其做好烟花爆
竹销售流向登记，同时必须告知
购买方不得在城区燃放烟花爆
竹。
此次联合执法中，共清查烟
花爆竹经营门店 15 家，其中烟
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尚未到期的
门店 3 家，收缴烟花 65 个，鞭炮
70 封。对收缴的烟花爆竹已于
当天全部销毁。

不听劝
七旬老人寿宴放鞭被罚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通讯
员 甘仕友）18 日晚，咸安十好桥
派出所民警对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的刘某给予行政罚款 100 元
的处罚。
当晚，
刘某在家中请客过 70
岁大寿。为了助兴，刘某的亲朋
们纷纷买来了鞭炮祝贺。附近
居民劝解刘某不要燃放，
“ 我就
要点，看能把我咋样？”刘某不听
劝并点燃了鞭炮，
居民报警。
十好桥派出所民警赶赴现
场，了解情况后，将刘某带回所
内，给刘某做了详细的笔录，对
其涉嫌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
为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据《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十好桥派出所依法给予刘某罚
款 100 元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