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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今年
来，赤壁市坚持以“三建”为抓手，着力深
化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力促社区治理提档
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所谓“三建”，即是建立健全党组织体
系、建立完善社区配套组织和建立培育社
区社会组织。

该市以推进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活力
型党员队伍为重点，建立完善“街道党工
委——社区大党委——小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党组织

体系，推进党的“神经末梢”向居民小区、
楼栋延伸，先后在全市271个小区，建立
小区党支部 175 个，占基层党组织的
65%；成立党小组511个，建立党员中心
户2600多个。

为完善社区配套组织，该市在督促
各居民小区按规定程序成立业主委员会
的同时，着力构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通过“两
长四员”进楼栋，强化小区居民自治，推
进基层“微治理”。先后建立小区业主委

员会 89个，其中新增 49个，占总数的
55.1%；“两长四员”覆盖楼栋达到624个，
其中新增楼栋455个，占总数的72.9%；建
立街坊理事会3个，新增小区管理委员会
4个。

在此基础上，该市督促街道办事处牵
头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按照“壮大

服务类、培育事务类、规范文体类、发展慈
善类、做实维权类”的工作思路，组织市文
明办、团市委、民政局等部门和单位联合
开展“服务社会，传播文明”志愿服务活
动，积极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目前，已
成立街道办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4个，发
展培育各类社会组织183个。

围绕“三建”目标 夯实基层基础

赤壁力促社区治理提档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朱凯报道：日前，省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通知显示，赤壁市赵李桥镇与监利县
程集镇一道被纳入全省千年古镇暨地名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试点，率先开展千年
古镇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赵李桥镇是欧亚万里茶道的源头，
人文资源历史悠久，素有“茶叶之乡”、

“楠竹之乡”、“矿石之乡”的美誉，出产的
青砖茶有上千年历史，名扬荆楚、享誉中
外。境内“将军庙”和羊楼洞“明清石板
古街”等景点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省地名普查办要求赤壁市在工作试
点中，速度要快，做法要新，效果要好，成
果要实，力争各环节工作都走在全省前
列，为全省千年古镇暨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最终形成历
史文化、地域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
积淀深厚和实事求是、可参考性强的试
点工作成果。

据悉，向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中国分部申报千年古都、千年古县、千年
古村落等，是我省落实党和国家加强地
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之一。

赵李桥镇入选全省试点

强化千年古镇地名保护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马俊报道：

“驻村工作队扶持发展的黄桃产业，一个
项目吸收了80名贫困劳动力，进入基地
从事锄草、剪枝、采摘、罐头包装等力所
能及的工作，不仅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而
且增加了劳务收入。”9月11日，赤壁市
赵李桥镇羊楼司村支部书记沈中秋提起
该市政府办和法院驻村精准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心里充满感激。

黄桃具有生长快、结果早、产量高、
品质优、管理简单等特点，其营养价值
高，既可鲜果食用，也可加工成罐头等，

市场前景广阔。据了解，今年该村仅黄
桃产值就达到600万元，收益近20万元，
伴随逐年提高的效益，群众脱贫致富走
上了平坦大道。

羊楼司村全村3453人、779户、16
个村民小组，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去年，
该市政府办和法院进驻该村后，与该村

“两委”班子和村民代表一起认真分析村
情，因村制宜制定精准扶贫规划和项目
实施方案，先后帮助该村兴建40kw光伏
发电网点，发展莲藕、黄桃等种植产业，
使村集体经济、农民收入逐年上涨。

羊楼司村发展种植业

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9月13日，赤壁市官塘驿派出所接
到报案：葛仙山村发生一起村民纠纷，请
求出警调处。

考虑到从派出所到葛仙山村有30公
里路程，为了快速制止矛盾激化，派出所
立即连线该村平安协会会员，让他们迅速
前往处理，及时有效化解了矛盾。

这是该镇借助平安协会力量，服务平
安创建的一个缩影。

今年7月，该镇派出所大胆创新，精
心组织，在咸宁市率先成立“官塘驿镇平
安协会”，借助社会力量推动“平安官塘
驿”建设，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构建群防群治网络

官塘驿镇辖区面积300余平方公里，
全镇有22个村、3个社区，最远的村距离
镇中心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如何在只有
8名警员的情况下，保障7万人的辖区和
谐稳定？官塘驿派出所的实践是：向社会
要警力，充分发挥群众的自治作用，维护

一方平安。
“目前，我镇按照在每个村选拔2名

有奉献精神、有影响力、且充满正能量
的群众担任会员的要求，先后发展会员
50名。”该镇平安协会会长余永丰说，
会员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派出所做好所
在村的平安创建工作，及时发现和制止
案件的发生、恶化，并就近化解村民之
间的小矛盾、小纠纷，确保矛盾纠纷排
解不出村。

9月的一天，双丘村发生一起民事纠
纷，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该派出所多
次上门调解无果后，尝试让平安协会出面
调解。由于平安协会会员同为该村村民，
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起因非常了解，

“和事佬”的角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快
取得矛盾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使矛盾很快
得到化解。

统计显示，该镇平安协会自成立以
来，已先后处理各类民间纠纷达20多起，
有效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恶化。

化解邻里矛盾纠纷

随阳村平安协会会员老黄，是一名
60多岁的老党员，每天坚持在茶余饭后
的闲聊中，向村民宣讲平安创建的重要
性，不仅负责监控村民之间的不法行为，
还主动承担邻里之间的矛盾调处，被村

民们誉为是信得过的贴心人，村民之间、
家庭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都愿意告诉
他并接受他的调处。今年以来，该村不
仅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而且没有越
级上访现象发生，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
善。

“成立平安协会，就是要发挥基层群
众‘一大片’的作用，引导群众人人参与平
安创建、个个支持平安创建，共同构建和
谐幸福的生活环境。”官塘驿派出所所长
汤宗涛告诉笔者，由于协会内的老党员、
老干部，都自觉担当起平安创建义务宣传
员的责任，平安创建意识已深入到每一个
群众心中，成为每一个群众的自觉，形成
了人人都是治安巡逻员、个个都是矛盾纠
纷调解员的良好局面。

截至9月20日，该镇平安协会会员
已经遍布全镇25个村（社区），成为引导
群众群防群治、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的中坚
力量。

警民联控护航平安

“老街温馨酒楼门前那位着深色衣服
的人员形迹可疑”；“请注意小学学校门口
那个穿黄颜色衣服的人”……8月份以
来，伴随官塘驿派出所监控中心发出的一
条条指令，负责巡逻的民警迅速到达指令
地点，对可疑人员进行追踪、盘查，有效控

制和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
官塘驿镇是赤壁市的北大门，不仅辖

区面积大，人口众多，而且地形复杂。西
与神山镇、嘉鱼县接壤，北与咸安区汀泗
桥镇相邻，东接蒲纺社区、与崇阳县交界，
导致矛盾纠纷众多，特别是流窜作案频
发。

为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该镇平安协会在派出所指导
下，积极争取政府、企业和部门单位的支
持，筹措资金35万元，在镇区范围内安装
了102个监控摄像头，建起了覆盖镇区的
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工程。

“以前没有安装监控的时候，几乎
每天都有盗窃案发生。而这些案件多
半都是流窜作案，犯罪嫌疑人‘得手’就
走，给侦破工作带来很大难度。”汤宗涛
说，自从安装了监控探头后，就可以清
晰地掌控整个镇区的实时情况与突发
事件，不留一个死角。只要不法分子一
出现，立即就有民警和平安协会会员跟
踪追击。

据悉，目前该镇平安协会正积极筹措
经费，准备将“天网”向25个村（社区）全
面铺开，以“镇村一体、全域覆盖、资源共
享、上下联动”的平安创建“一张网”，最大
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特色种养
9月20日，赤壁市嘉琳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社员正在给秦川牛喂草。
嘉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羊楼洞

茶文化生态产业园和万亩茶园（花溪茶
亭）旅游带中轴线上，是集生态种植、养
殖、餐饮服务、休闲娱乐、农耕采摘、垂钓
休闲为一体的旅游休闲度假区。该项目
计划投资3500万元，分两期建设。其中，
一期已完成投资1800万元，形成了养殖
秦川牛、土鸡、巴马香猪、奶山羊、豚鹅等
1万余头（只）、鱼类近20万尾，种植各类
蔬菜100余亩的规模。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全省城乡门球和健身
气功联赛在赤壁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胡阳、李瑞丰、邓晓兰报道：9月16至
18日，2017年湖北省“极目楚天舒”城乡门球大联赛暨咸
宁市第六届乡镇老年人门球锦标赛，以及全省健身气功站
点联赛（咸宁站）在赤壁市举行。来自咸宁市的13支门球
代表队齐集赤壁展开为期3天的竞赛；来自武汉、鄂州、黄
石等地的12支代表队、48名选手参加健身气功赛。

据悉，此次门球联赛是我省首次推出的一项城乡门球
系列赛事活动，旨在推动门球运动进一步普及和发展；由
省体育局主办的健身气功联赛，作为调身、调息、调心合一
的体育运动项目，设有健身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
太极养生杖等8个集体比赛项目。

羊楼洞打响茶文化品牌

青砖茶网上直“邮”全国
本报讯 通讯员羊茶宣报道：9月19日上午，邮乐919

购物狂欢节暨2017全国集邮巡展（咸宁站）启动仪式在羊
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羊楼洞青砖茶和神山猕猴
桃两个产品同步上线邮乐网，实现网上直“邮”全国，标志
着羊楼洞青砖茶又新添了一个销售渠道。

邮乐919购物狂欢节，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电商造
节的方式，聚焦消费者消费需求，拉动交易规模增长，助推
中国邮政服务农村电商发展的一个新举措。

羊楼洞青砖茶和神山猕猴桃上线邮乐网参与919狂欢
活动，旨在传递家乡味道的同时，充分挖掘赤壁文化资源，
打响赤壁茶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赤壁农特产品和茶文化
知名度、美誉度，更好地拓展国内市场。

赤壁国税地税联手

合力推进“阳光定税”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一张定税表定国、地税两

家税款，不仅缴的是‘明白税’，还避免了我们重复交税。”日
前，赤壁市餐饮行业个体工商户李女士对国税、地税部门实
行联合定税，公开核定缴税结果的作法予以点赞。

自“营改增”全面推行以来，赤壁市国税、地税部门为
简化定税流程，特联合推出“阳光定税”机制，通过“一张
表”联合确认、共同核定税额的办法，确保同一纳税户适用
同一定额，以减少漏征漏管和涉税争议，促进定额核定工
作公平、公正开展。同时，按照国、地税共同审批通过的定
额结果，由双方联合制发《核定定额通知书》，以减少送达
文书数量，降低办税成本，从而有效克服了以往国、地税部
门信息无法共享、耗时较长的不足，减少了“多头入户”次
数，让纳税人有更多获得感。

赤壁电力安全宣传进校园

普及安全用电节电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万里报道：“湿手不能触碰电器，出

门要关闭电源，最好拔掉电源插头，这样既能节省电能，又
能预防雷击引发火灾。”近日，赤壁市供电公司赵李桥供电
所党支部联合客户服务中心党支部，深入该镇羊楼司小学
开展以“节能环保，安全用电，快乐童年”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普及用电知识，营造安全用电环境。

该市供电公司员工从小处着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不仅向全体学生讲授了最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知识，引导
学生争当电力安全宣传员，还通过现场指导学生读取普通
灯泡和节能灯泡的用电量，“零距离”帮助学生增强节电意
识和环保意识。

宣传活动期间，该市供电公司员工还对校园线路设施
进行免费“体检”，并向学生们赠送了书包、文具、书籍等。

赤壁城投公司举办演讲比赛

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本报讯 通讯员朱永谦、刘玉婕报道：日前，赤壁市城

投公司“喜迎十九大，争创新业绩”主题演讲比赛拉开帷
幕，13名青年选手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岗位职责，以质朴
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真挚的感情，讲述了自己在平凡岗位
上争创新业绩，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的经历。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
围，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该公司党组根据年轻人
多、共青团员多的特点，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支持公
司团支部筹办演讲比赛，引领全体干部职工保持饱满的政
治热情，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吃拿卡
要、损公肥私”等不良行为，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以
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为城市建设发展奉献光和热。

演讲中，参赛选手们紧扣主题激情飞扬，真情表述了
爱岗敬业的担当意识。比赛共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

赤壁加强国企党建工作

夯实管党治党责任
本报讯 通讯员张贤华、涂红报道：9月18日，赤壁市

召开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就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以
及咸宁市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推进该市国有企业
党建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该市强调，加强国企党建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必然
要求，是推进基层党建全面过硬的基本任务，是国有企业
做大做强做优的关键所在。各级党委（党组）和国企党组
织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更大的力
度，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为转型
升级绿色崛起，争当县域发展排头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强基固本添活力
——官塘驿镇平安协会服务平安创建纪事

通讯员 张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