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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75岁高龄，55年党龄，身兼社区老年
协会会长、“舞语伦比”志愿文艺社团团
长等“要职”，她就是桃花坪社区朝阳小
区第一党支部书记、党员志愿者张聚珍。

曾任蒲纺二小、二中校长的她，1997
年退休后，积极投身社区文艺志愿活动，
坚持20年服务社区居民，先后组建桃花
坪社区老年健身协会、老年学会桃花坪
分会、“舞语伦比”志愿文艺社团等，每年
在赤壁市和蒲纺工业园区调演出近50场
次，编排节目近400余个。由她编排或演
出的《爱尔兰踢踏舞》、蒙古舞《沸腾的草

原》、朝鲜舞《春之歌》等节目多次在市级
演出中获奖。

“舞语伦比”志愿社团充分整合社区
内相关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资源，
与其他6家社团联合开展活动，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服务社区居民，参
与基层治理，不断提高服务居民水平，增
强居民生活幸福感。

张聚珍不仅积极引领居民参与社区
志愿活动，还特别注重加强党支部建设，
充分运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组织支
部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把党支部建成团结群
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今年3月
份，咸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济民以一
名普通党员身份参加该党支部的“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火热的组织生活让他大
受感动，对该支部组织建设给予高度评
价。

今年7月，张聚珍光荣出席湖北省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为党的事业建言献
策。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当天，激动不已
的张聚珍以《永远跟党走》为题，表达了
对党的十九大召开的无比喜悦和对党组
织的无比热爱之情，她在文中写道：“我
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深感骄
傲、自豪，我不由自主地暗下决心：我永
远爱党，永远跟党走。”

用坚守诠释美丽人生
通讯员 贺祖清 王炜 黎琳

赤壁地税开展税法宣传活动

提升税收法制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黄丹、但敏报道：12月4日是第四个

国家宪法日，在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门外，赤壁市地税局
开展的税法宣传咨询活动得到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共有12名税干志愿者参与，累计发放税收宣
传资料300余份，解答涉税咨询20余人次。针对纳税户普
遍关注的税收知识，该局开展了面对面咨询解答和宣传，
内容涉及“环境保护税法”、“城乡居民医保”、“6项所得减
税新政”、“残保金”等地方税收知识。

活动现场，地税干部着装规范，文明礼貌，认真地宣讲
政策，热情地散发资料，耐心地解答问题，充分体现了税收
新常态下税法宣传的人性化、生活化和实用化，有效提升
了广大市民的税收法制意识和税法知识面。

12月 1日，蒲圻办事处华舟社区服务中心的图书阅览

室，不少居民站在书橱前翻书，或坐在桌前读报。为满足

广大社区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社区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华舟社区书屋不断丰富书籍类型，投

入使用以来深受居民欢迎。 通讯员 王莹 摄

12月1日，赤壁市人民法院官塘驿
人民法庭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开始接受
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这是该院自赵李
桥法庭、赤壁法庭之后建设的第三座乡
镇基层标准化人民法庭。

近年来，该院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实
力赤壁、创新赤壁、绿色赤壁、开放赤壁、
幸福赤壁的核心目标，努力开拓多元化
司法服务，创新机制，落实责任，注重实
效，让司法贴近群众、温暖民心。

司法服务贴近群众
“感谢赤壁市人民法院，是你们维护

了我们的合法权益。”国庆期间，一位外
地游客在赤壁三国古战场旅游，因与旅
行团发生矛盾，通过该院在景区设立的
旅游巡回法庭介入处理，矛盾得到圆满

的化解后，紧握法官钟声的手连声道谢。
为确保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纠纷，

并介入化解，该院大胆探索，在该市各个
景区设立旅游法庭，确保现场纠纷现场
解决。同时，在部分乡镇、社区设立“法
官工作室”，努力开拓司法服务渠道，真
正让司法围绕在群众身边。工作室不仅
宣传了法制，更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与
援助。同时定期、定点安排法官负责接
待当事人，解决他们的诉讼需求。法官
工作室自设立以来，共接待群众案件咨
询30余件、提交法院司法确认案件5件，
成功化解纠纷案6件。

为更好地贴近基层、服务群众，今年
来，赤壁法院不断地创新为民司法的措
施，努力改进司法便民利民硬件设施，增
设巡回审判车，常态化地开巡回审判庭，
共巡回审判案件150余件。

法官情怀温暖民心
“谢谢何法官，不仅解决了我们兄弟

之间的纠纷，更维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
手足之情。”近日，赤马港办事处营里社
区的张家三兄弟专程来到赤马港法庭，

对法官何远说感谢。
原来，张家三兄弟共同出资新建了

一栋楼房，因在房屋分配上产生纠纷，无
奈之下，兄弟们只好寻求司法帮助。何
远在了解情况后，认真分析，积极调解。
最终，三兄弟达成调解协议，感情也和好
如初。

“在处理这件纠纷上，我最希望既化
解矛盾，又修复手足之情。让群众不仅
感到司法的公平、公正，更要感受到司法
的温暖。”何远的这个希望，也是该法院
所有法官的希望。

今年来，该法院结合司法改革，探索
创新家事审判工作机制与方式，通过组
建少年家事审判团队，开设家事法庭，选
任有家事审判工作经验、热爱家事审判
工作的法官担任主审，共受案422件，结
案333件 ，不仅公平公正化解家庭矛盾，
更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温暖与柔情。

法律铁腕伸张正义
“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的尽心尽

责，我就要人财两空呀。”近日，一位70多
岁的离婚纠纷案当事人陈某来到法院，

将一面“为民解忧，尽职尽责”的锦旗送
到了该法院执行局法官的手中。

陈某与崔某是再婚家庭，2016年因
某些原因崔某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在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判决二人离婚。
离婚后，崔某回到广东，协议承诺其名下
的房子归陈某所有，但由于崔某不到场，
陈某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了解到陈某的
困难后，法院当即为陈某进行执行立
案。随后法院执行局向房产部门下达协
助执行通知书，协调相关单位为陈某办
理了过户手续。

今年，该法院积极加大执行力度，在
执行口设置一个法官团队并派驻一个法
警中队，有效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推进
执行工作警务化。截止目前，该法院受
理执行案件1170件，结案490件，执行到
位标的额2.6亿元。

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
求，有效化解各类纠纷，确保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赤壁市人民法院正以
坚定的信心，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的探索上奋勇前行。

公正与温暖同行
——赤壁人民法院探索多元化司法服务侧记

通讯员 张升明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近日，
在107国道赤壁市双港桥工程工地上，机
器轰鸣，施工车辆穿梭，107国道赤壁段
改扩建工程全面铺开。该工程起于赤壁
市双港桥，止于湖南省临湘市羊楼司镇，
全长68.436公里，其中老路改扩建41.836
公里，新建26.6公里。改扩建工程自去年
11月开工，目前，全线正在施工中。

今年是赤壁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
年，为确保项目建设按时间节点顺利推
进，该市以“抓协调，促合力；抓调度，促
进度；抓管理，强质量；抓监管，保安全”
为中心，层层落实责任，目前十大交通项
目多点开花。其中，随羊线大竹山至羊
楼洞改造工程、随阳至双泉段和陆口大
桥至市域外环线改建工程分别于今年7

月和10月竣工通车；渣枫线改造工程正
在进行道路硬化工程，预计元旦可通车；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项目进展顺利，大桥
主台已经开工建设；武赤线赤壁段改建
工程工期进展顺利；107国道赤壁市城区
外迁PPP项目即将开工；监利至崇阳高速
公路赤壁段、京港澳高速中伙铺互通及
连接工程前期规划已经完成，项目均在

2018年开工；赤壁长江综合码头正在抓
紧推进岸线调整工作，审批后即可开工。

该市还将对现有的公路进行升级改
造，逐步形成“五纵四横四射五连”的

“5445”干线公路网格局，全力打通市域
外环线，形成内畅外联的交通新格局，为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交通保
障。

赤壁十大交通项目构建市域交通大外环

赤壁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举办青年联谊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阳、王玉成报道：12月2日，由赤壁

市妇联、团市委联合主办，湖北万通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的第五届青年联谊活动在羊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举行。联谊活动以“相约赤壁·青春圆梦”为主题，吸引了
众多单身青年男女参与。

活动中，青年男女们在“女神区”和“男神区”留下自己
的签名与联系方式，随后通过分组起队名、唱队歌建立信
任。主办方还精心设计了开心小游戏，让青年男女摆脱拘
束、敞开心扉。在最后的爱情告白环节，互有眼缘的单身
男女吐露真情，最终有2对青年男女牵手成功。

此次活动旨在培养赤壁市青年团队的协作精神，塑造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敬业精神，增强群团组织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引领全市广大青年人才为赤壁转型升级绿色崛
起，争当县域发展排头兵贡献智慧和力量。

颂党恩
跟党走

近日，赤壁市朗诵艺术家协会在市

二实小举行“赞歌献给十九大”诵读会，

通过诵读华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朗诵会现场，朗诵者激情昂扬，伴随

音乐的韵律，用朴实的语句，颂读党的辉

煌历程。

通讯员 王万里 邓晓兰 摄

赤壁夜查“三合一”场所

确保消防安全除隐患
本报讯 通讯员吴炳报道 12月1日，赤壁市公安局协

同消防以及街道社区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巡查队开展消防
安全夜查行动。

巡查队来到北街社区、“一条龙”街巷以及集贸市场、
出租房、群租房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排查消火栓、消防安
全通道以及出租房电气线路、灭火器材配置等情况。对检
查中发现的出租房、群租房内电线私搭乱接、灭火器材缺
少、使用大功率烤火器等消防隐患问题当场予以纠正，并
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为提高全民平安创建意识，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该市
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问题就是风险”的危机意识，以
对待事故的态度对待隐患，以查处事故的措施查处隐患，
切实达到全民消防的效果。

羊楼司村位于赵李桥镇最南端，是
赤壁市23个建档立卡重点贫困村之一。
该村竹木资源十分丰富，紧邻107国道，
交通非常便利。贫困户罗忠军的木椅加
工厂就在107国道旁，厂房内他和爱人正
在操作机械加工客户订购的木椅。现
在，为满足各类客户的订购需求，罗忠军
和家人一起加班加点在车间内忙活。

罗忠军一家6口人，父亲罗来凤早年
因意外重伤，丧失劳动能力，为了治病家
里没少花钱，可效果甚微。罗忠军有2个
孩子，虽然家里有几亩田地，但入不敷
出。为维持生计，罗忠军也曾在外务工，
可前几年因爱人身体问题，他不得不放
弃打工回家照顾老小。近年来，罗忠军
看到不少村民都兴建了竹木加工厂，便

想到厂里找一份工作，但因为没有技术
被拒绝。罗忠军并没有因此而沮丧，骨
子里不服输的他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干出一番事业来。

说干就干。罗忠军先从木椅加工技
术学起，一边自学，一边向身边懂技术的
人请教。经过一番努力，罗忠军逐渐掌
握了木椅加工的生产技术，并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扶下，与人合伙接转了一家小
型木椅加工厂。由于缺乏管理经验等原
因，第一年并没有赚到钱，加工厂面临资
金周转问题。罗忠军不甘就这么放弃，
找到驻村工作队帮忙想办法。驻村工作
队了解情况后迅速帮他解决了难题。

资金难题解决了，罗忠军汲取了在
经营管理方面的教训，生产经营逐步步
入正轨。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拓宽销
售渠道，2016年收入达5万元，一举摘掉

“贫困户”的帽子。罗忠军说，今年的收
入比去年又增加了不少，这更加坚定了
他创业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官塘驿镇整治107国道沿线环境

着力提升镇容镇貌
本报讯 通讯员王文海报道：12月6日，107国道官塘

驿镇路段，一辆辆挖掘机、铲车、叉车在该镇规划建设综合
管理办公室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忙碌有序地对沿线的
乱搭乱堆乱放的现象进行整治。

107国道官塘驿镇沿线是该镇人流较多的地方，水泥、
建材加工、车辆维修等商铺也较多。建材产品、水泥预制
品等商品堆放在人行道上，乱搭建的篷布，废弃的重型垃
圾，严重影响人们出行，让民众怨声载道。

为此，该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迅速行动，制定实施
方案，将多年搬不动的水泥预制品、破旧车辆、多年堆积的
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人行道上乱搭的篷布全部拆除，最后
用洒水车、高压水抢对境内107国道路段进行清洗，使得镇
容镇貌焕然一新。

罗忠军：加工木椅勇脱贫
通讯员 马俊 袁俊

赤壁全面开展黄标车治理

第一批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本报讯 通讯员张薇报道：“真好，我的黄标车淘汰补

贴款发下来了。”在赤壁市交警大队，领到黄标车提前淘汰
补贴款的魏先生高兴不已。

12月6日，该市黄标车淘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
市财政局、环保局、商务局、公安局等相关负责人在市交警
大队审核发放第一批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标志着该
市黄标车淘汰补贴全面兑现。目前，第一批47台黄标车淘
汰补贴资金已发放到位。

自8月10日起，为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促进全市
生态文明建设，该市全面开展黄标车治理淘汰专项攻坚行
动，将黄标车列入城区限行范围，多次启动对黄标车中心城区
闯禁令抓拍工作，并多次对确定的黄标车通过报纸、电视、广
播、互联网、网络电话广泛宣传，黄标车淘汰工作进展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