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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俏销
日前，赤壁市黄盖湖镇冰糖西瓜进入旺销时节，

种植户每天忙着采摘西瓜、包装、装车。
近年来，黄盖湖镇引进外地能人，带动本镇农民

利用大棚种植冰糖西瓜，目前种植面积已达1200亩，
外地订单纷至沓来。

通讯员 艾菊桂 朱言钦 摄

葡萄熟了
日前，赤壁市柳山湖镇易家堤村绿态果业葡萄采

摘基地，农场主正在园内采摘第一批成熟的葡萄。
据了解，该基地栽种“巨峰”葡萄1000亩，今年产

量预计4000斤，每亩产值约10000元，就近解决劳动用
工200余人。

通讯员 张徐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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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司法尊严，让每一份判决得以
兑现，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赤壁
市人民法院用好用足法律武器，依法采用
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变卖、拘留
等强制执行措施及运用网络媒体、部门联
合等多元化手段，在破解执行难上取得新
突破。截至5月31日，法院共受理各类
执行案件499件，执结案件236件,结案
率47.3%,为“两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迈
开了坚实的一步。

用好法律武器 依法推动执行工作

6月13日，由赤壁市人民法院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赤壁市检察院依法将涉嫌
触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被执行人任
某予以逮捕。这是赤壁市人民法院执行
局今年第一次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

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被检查院批
准逮捕的第一人。

2011年 12月 13日，犯罪嫌疑人任
某向宋某、鲍某等三人出具借条，共借得
款项 20 万元。至 2014 年 10 月，在宋
某、鲍某等三人的多次催讨下，任某拒不
归还三人欠款。2014年11月10日，宋
某等三人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判决被
告任某于判决生效后付清原告宋某等三
人借款。但在判决生效后，任某未按判
决书履行其义务。2014年12月2日，宋
某等三人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
院于2015年1月6日、12日依法立案执
行。

法院通过调查发现，被执行人任某在
判决书生效后，于2015年1月3日售卖
个人房屋一套，在收到房款 346000元
后，任妻分三次提现将钱转移。另任某以
欠别人钱为由，将自己名下所有车辆抵押
在他人手中。鉴于上述事实，法院裁定任
某有执行能力，却有意逃避债务，以变卖、
隐瞒财产的方式故意规避执行的行为，致
使判决无法执行，有主观上的行为故意。

最后，法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将任某移送公安机关。

今年以来，赤壁法院还对一些拒绝执
行的“老赖”司法拘留34人，移送拒执犯
罪嫌疑的案件线索到公安机关2个，促使
部分案件达成和解协议。

同时，对一些执行难案和积案，赤壁
市法院执行局采取和解执行、调解执行、
协助执行等方案，共清理积案73件，执行
到位16万余元。

运用网路渠道 联合破解执行难

2015年 11月 10日，由赤壁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作出赤劳人仲裁字
（2015）第169号仲裁裁决书裁定：由被
执行人湖北某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支
付申请执行人魏某伤残拾级各项补偿金
48600元和补缴工作期间（2014年 3至
2015年5月）的养老保险金。该仲裁裁
决书生效后，因该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未按仲裁裁决书履行其义务，申请执行人
魏某于2015年12月8日向赤壁市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受理后并

于今年在网上公布后，被执行人迫于舆论
压力，由代理人出面与申请执行人之妻汪
某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
议，约定被执行人于2016年4月30日前
履行完毕。

为实现快速查询被执行人及其财产，
赤壁法院借助网络，与公安、金融、市政等
部门进行网络对接，及时追踪被执行人信
息。自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通过
网络协作，法院共查控案件2522次，执行
银行存款涉及143人。查出被执行人证
券股权332次、车辆852件。

同时，法院通过网络媒体，如法院网、
微信、微博及赤壁热线等平台公布执行信
息627条，向当事人发送执行短信500多
条，公布执行信息331条，不仅方便了群
众有效监督执行工作，更借助媒体的舆论
监督作用，切实有效地迫使一部分被执行
人主动接受执行。

按照全国、省、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总体要求，赤壁法院执行局紧扣目
标，多方探索，真抓实干，正将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稳步推进。

让“老赖”无处遁形
——赤壁法院执行局多措并举破解执行难

通讯员 程远清 申鸣

赤壁合并农业补贴

发放补贴资金4178万
本报讯 通讯员高云、唐果报道：今年以来，赤壁市将

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统一
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并按照政策要求和管理规定，将
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此次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完善，国家在对农民的总体
支持力度不降低情况下，加大了对耕地保护和粮食适度规
模经营的支持力度，重点向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以
不同方式鼓励不同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目前，省财政厅、农业厅2016年度下拨赤壁市补贴资
金4178万，赤壁市已重新测算补贴标准，制定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资金实施细则，严格规范发放程序，争取在6月30
日将补贴资金全部发放到位。

赤壁严肃防汛纪律

督查防汛备汛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6月25日，赤壁市纪委、

防办对全市部分水库防汛备汛工作情况进行了督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赤壁市中伙铺镇红旗桥水库、掘泉水

库，官塘驿镇汪马山水库、马狮垄水库等小型水库，详细了
解防汛备汛工作。检查发现，4座水库运行正常，水库相关
责任人均已到岗到位，水库防守“十有”要求、防汛值班制
度、专管员职责”文件等都已上墙，防汛值班日志记录清楚。

检查组要求各乡镇、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新一轮强
降雨防汛工作，强化组织领导，全力以赴做好防汛的各项准
备工作；各级防汛责任人要到岗到位，坚持24小时值班制
度；加大防守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险情隐患，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赤壁举办专题晚会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报道：6月24日，赤壁市在人民

广场举办“清风颂”廉政专题晚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欢
聚一堂共享文艺盛宴。

晚会以“歌颂反腐之举、弘扬廉政之风”为主题，格调高
雅、创意新颖、寓意深刻，演出内容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寓
教于乐，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感受艺术的同时，宣传廉政
文化，讴歌廉政典型，传播廉洁理念，接受反腐倡廉教育，树
立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观念，让廉政理念深入人
心。演员们的精彩演出，不时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今年来，赤壁市以县域文化为依托，将廉政文化元素植
入其中，找准廉政反腐和文化的结合点，在繁荣地方文化的
同时，让清风正气得以弘扬，促使廉政文化建设外化于形，
内化于心，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赵李桥镇蓼坪村

“两学一做”激发组织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卢伟报道：

6月27日，赤壁市委“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协调小组第4督导组一行3人深入官
塘驿林场开展督导工作。官塘驿林场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成员、机
关党员干部、场属二级单位和村党支部
书记参加督导座谈。

督导组先后听取了官塘林场“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情况汇报，查阅了相关文
件资料和学习笔记，与村党支部负责人
进行了座谈交流。督导组对官塘林场上

阶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就7月1日的“主题党日+”活动提
出了指导意见。

与会党员干部表示，要以市委这次督
导检查为契机，继续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突出经常性特点，强调以学促行，知
行合一，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同做好中心工
作结合起来，以学习教育成效推进各项工作
落实，以工作
成效检验学习
教育成果。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支部
是我家，只要还能动，支部的活动我就一
定会来参加。”日前，赵李桥镇蓼坪村86
岁的老党员贺池修在参加讨论交流时情
绪激动、态度坚决。

赵李桥镇蓼坪村坚持以“主题党
日+”活动为基本载体，扎实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使党内生活更实了，党员

作风更严了，
组织功能更
强了，党支部

活动更有吸引力了。
83岁的老党员邓其祥身体不是太

好，觉得送学上门不解渴，硬是拄着拐棍
坚持参加每期活动；党员官智鑫常年在
外务工，接到通知后，毫不犹豫地放下手
头的工作，乘车赶回家参加活动……每
次“主题党日”，村党员活动室总是济济
一堂、座无虚席，直接参会的党员达到
90%以上。少数外出务工党员也能通过
微信、QQ等“互联网+”平台接收学习资
料、参与学习讨论、按期交纳党费。

赤壁市委“两学一做”督导组

到官塘驿林场开展督导工作

首届湖北广电网络电视节启动

赤壁站进行集中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黎维新报道：6月23日，赤壁市有线电

视服务大厅前热闹非凡，首届湖北广电网络电视节（赤壁站）
随着水晶球的启动拉开帷幕，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魔术表
演、广电相关业务的有奖问答等，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我们以体育季专题内容为热点，以广电宽带免费送为
宣传重点，以VR体验为现场焦点，启动首届湖北广电网络
电视节。”湖北广电网络公司赤壁支公司副总经理罗玉俊
说，通过这个活动来彰显有线数字电视直播、高清体验和服
务优势。

近年来，湖北广电网络赤壁支公司以推进城市信息化
建设、传播党的声音、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己任，依托广电网络的
优质平台，为加快推进赤壁城市数字化、家庭信息化建设做
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实现了有线电视全覆盖，有线电视在
线用户达13万户，入户率达95%，居全省前列，2400多公
里有线电视光纤已布局全市263个自然村组。

蒲圻办事处

加强暑期安全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刘晓琼、雷露、鲍松平报道：近日，赤壁市

蒲圻办事处在全处中小学校开展暑期法制安全防范教育。
该办事处结合发生在中小学生中的典型案例，通过法

律知识讲座、图片展等形式，从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及提高自
救能力入手，向辖区内的五所中小学校、6000多名学生，讲
解了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如何预防拐卖、如何预防溺水等
知识。

同时，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及出现的不良交通安全
现象，就如何做好预防和杜绝道路交通事故等问题进行讲
解。并要求学校与每个学生家长签订《暑假学生安全责任
书》，增强了家长自觉监管好子女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法院办
案过程中，在没有通知我公司的情况下，
冻结公司账户，给公司生产、稳定带来很
大困难，请钟院长解释一下。”

“因为冻结财产是为预防当事人转移

财产，如果法院提前通知当事企业，造成
财产转移，那么原告有权利起诉法院泄露
司法机密。”针对企业家们的提问，赤壁市人
民法院院长钟华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近日，在赤壁市司法机关与企业家座

谈会上，企业家们将各自心中的疑惑坦诚
地与钟华岗进行了交流、咨询。

当天，赤壁市法院还现场向企业家们
发放征求意见函100多份，发放企业生产
中常见的法律常识手册80余份，受到现

场企业家们的一致称赞。
为了真正体现司法为民，在日常办案

过程中，赤壁市法院采取了网络公开与现
场参与措施，实时将法院的审理审判等信
息公开，让广大群众、企业了解和监督法
院工作。同时，主动邀请政协委员、人大
代表等参加旁听。除此之外，还建立起

“两代表一委员”qq群、微信群，随时与代
表、委员们进行沟通，倾听意见与建议，接
受批评与监督，解答疑惑与问题，从而全
面夯实平安创建工作基础。

与企业面对面交流

赤壁法院夯实平安创建基础

赤壁市各级党委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卢伟报道：近日，在赤壁市“四

大家”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各单位党委（党组）进村入户，深
入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连日来，全市共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360
多人，送去慰问金约15万余元，让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深
刻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这次走访慰问活动，全
面拉开了纪念建党95周年系列活动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