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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一片艳阳天
——咸安实施“四大工程”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

通讯员 陈涵 孟巨峰 周慧

近年来，咸安区把建立健全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作为深化司法行政改革，深入推
进法治咸安建设的重要工作来谋划部署，
着力实施“四大工程”，不断拓宽公共法律
服务领域，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

法律服务便民工程

近日，在向阳湖镇的北岭村，律师吴
曙光在“法治平安建设暨联防联调送法进
乡村”活动中，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
生动地讲解了村民们经常遇到的婚姻家
庭、赡养、继承、房屋买卖等纠纷内容，以
及遇到这些纠纷怎样正常信访维权等问
题，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

近年来,咸安区大部分村(社区)都可
以看到驻村律师的身影，这是区司法局组
织的“律师四进”活动。每年选派41名律
师纷纷下到70个村(社区),调解纠纷,提
供法律咨询,宣传法律和平安创建知识。
2017年共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3件，
代书160余份，接待义务咨询610人次。

另外，该区建立“3+1”助企工作机

制，已为25家规模企业和38家小微企业
提供法律服务。

法律宣传育民工程

去年10月，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联
动开展“咸安区法治进校园”活动。

据悉，该活动覆盖全区19所中小学
及高中，结合全区各个学校实际及学生特
点，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教育及举办法制
讲座、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有效地做好
对学生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使学生牢固
树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增强法
制观念。

近年来，该区积极创办咸安普法品
牌，深化“法律六进”活动，举办普法培训
班培养“法律明白人”，2017年该区各级
共计举办普法培训班32场次，培训人数
达3000人；开展“6、26禁毒日”等专题活
动共计16场次以及“百场法治教育进课
堂”等主题活动，自编三类“七五”普法教
科书，打造“一县一品”法治文化阵地。

另外，已打造滨河东路禁毒长廊、肖
桥村、阳光社区等12处普法宣传阵地。

法律援助惠民工程

2017年4月，区司法局和桂花镇联
合在盘源村举办以深化“法律六进”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为主题的律师进村法律援
助精准扶贫关爱活动。

活动现场，驻村律师现场办公，就环
境保护、土地征收、信访维稳等方面的问
题进行普法宣讲。采取“点援式服务”、电
话跟踪回访等措施，综合案件类型、法律
援助人员专业特长、受援人意愿等因素，
合理指派承办机构和人员，扎实做好“应
援尽援，应援优援”，援助率达100%。

去年，该区开展“法律援助为民创优
年”和“法律援助精准扶贫”活动，受理各
类法律援助案件489件，其中刑事案件
76件，民事案件410件，行政类1件，司法
鉴定2件，为扶贫攻坚工作和维护群众利
益提供法律保障。

人民调解安民工程

2017年11月，向阳湖镇村民陈某因
在私人诊所诊治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不
治身亡。为向诊所负责人杨某索要医疗

费、赔偿费，陈某家属“折腾”了两个月无
功而返，为此，召集百余人，扬言要抬尸进
诊所，杨某不甘示弱，召集200多人守
候。一场民转刑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

在当地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通力
合作下，经过多次劝解、调解工作，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个体诊所医生杨某支付陈某
赔偿金58.7万元，一起重大的群体性纠
纷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近年来，该区司法部门充分发挥人民
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积极开展矛盾纠
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和十九大期间涉法
涉诉案件的化解工作，指导各级人民调解
组织注重平时强化节点，对各类矛盾纠纷
深排查、细化解。

2017年，全区各级各类调解组织共受
理各类民间纠纷3042件，调解成功2912
件，调解率和成功率分别为100%和95.8%。

区总工会

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周常林报道：3月1

日（正月14日）晚7点半，由咸安区总工会举办的《激情扬
征程，匠心同筑梦》2018年元宵晚会在区工人文化宫大院
举行。来自省市区三级20余名劳模及千余观众参加猜灯
谜赏歌舞活动。

晚会以咸安区女职工代表队表演的旗袍秀《蜕变》开
场，独唱《口碑》、配乐诗朗诵、胡芦丝演奏、舞蹈、三句半等
精彩节目一个接着一个，搏得掌声雷动。现场，千百条灯
谜也让广大群众融入了浓浓节日的氛围中。

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罗继红说，举办活动旨在弘扬传
统文化，活跃职工的文化生活，沟通劳模感情，为五个咸安
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贺胜桥镇机关支部党员

开展志愿清河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余静报道：5日，一群佩戴红袖章的志

愿者，对贺胜水库水边、水面、水体及沿线进行垃圾清理。
此次志愿活动主要由贺胜桥镇机关支部全体成员参

与，旨在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河湖库，保护生态
环境。行动中，志愿者们还对水库沿线的群众广泛宣传了

“河湖库长制”，吸引了周围部分群众自发参与到此次志愿
活动中来。此次活动共清理贺胜水库河道内的漂浮物和
两侧垃圾200余袋。

下一步，贺胜桥镇将在清河的“长”和“常”上下功夫，
继续开展此类活动，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为河湖库
长制工作推进增添助力，一起为实现“水清、岸绿、景美”的
美丽贺胜共同努力。

咸安探索建立畅通干部流动新机制

优化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李文福报道：“此次

从企事业单位调任紧缺专业人才到公务
员机关工作的7项调任资格条件是并列
的，缺一不可，请按文件要求及时上报本
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近日，咸安区委
人才办的工作人员正在耐心地帮有关单
位进行调任紧缺人才政策解读。

据悉，此次调任工作举措新、要求
高，报名人员须同时符合满足年龄不超
过40周岁（截至时间到2018年 6月30
日），与拟调任职位要求相当的工作经历

和任职资历，土木类、建筑类等9大类全
市紧缺专业人才优先调任等7项硬性指
标，目前该项工作的调查摸底已经结束，
正处于分类汇总阶段。

“此次调任工作是咸安区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扩大专业干部选用视野，进
一步优化区级领导班子专业结构，全面
推进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畅通干部流
动渠道的一次积极探索，更是广聚人才，
夯实党管人才基础的重要举措”，咸安区
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政说。

市区食药监局联合突击检查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王萌、荷花、刘红玉

报道：“要将食品安全与学生课堂结合起
来，要带学生参观食品检验检测所，增强
学生食品安全意识……”6日，市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学校食堂及周边餐
饮单位和托餐机构食品安全时提出要求。

为确保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市区食
药监局联合开展此次突击检查活动。检
查组先后检查了咸安区实验中小学食
堂、浮山中小学食堂、杨下小学托餐食堂
和一家学生托餐机构。

“要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责任制，要增
加对学校食堂食材的抽检频次，要确保
学校食品安全。”市食药监局局长王用新
要求，平时要加强学校食堂的监管力度，
一日一抽检，一周一总结。同时学校食
品安全责任人要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的沟通。

对托餐机构，除了检查厨房功能布
局设施设置外，还检查了午休房间的设
施设置以及消防安全设施，为学校食品
安全加道安全锁。

大幕山进入赏樱季

咸安做好安全防范
本报讯 通讯员陈亚平、卢大钊报道：近日，大幕山沿

途樱花烂漫，芬芳扑鼻。但一路上形势相当严峻，山体多
处滑坡，垮塌多处，山石横路，山风凛冽，能见度低，信号不
稳，与通山交界处施工现场零乱。

咸安区安全生产部门未雨绸缪，将安全防范工作相应
提前。3月6日，区政府、大幕乡及交通建设部门现场勘查，
冒雨抢修施工，将各项防范做细做实，公路部门封闭公路
抢修，交通部门沿途设置警示标识，属地乡镇做好导流接
待，通信部门保障信号源稳定，应急工作做好预案……

同时，咸安区安全生产部门提醒广大驴友、市民关注
动态信息，踏春不忘安全，出行做好防备。

★3月5日，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开展第3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组织
全体党员志愿者到联系点官埠桥镇小
泉村产业扶贫基地进行义务劳动，传承
雷锋精神，开展志愿行动，助力扶贫攻
坚。 (刘红玉)

★3月8日下午，浮山办事处银泉
社区联合咸宁市国学经典教育联合推
广中心共同举办“学经典国学·做智慧
妈妈”国学大讲堂。 （刘洁）

★3月6日，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董晓彬一行来贺胜桥镇考察，对贺
胜桥镇新城建设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
新城建设取得的成就以及‘大健康、大
文化、大旅游’的发展理念值得绵阳学
习和借鉴。 （余梦莹）

★3月6日上午，咸安区副区长、咸

安区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
董明同志亲自带队对全区“两会”期间
的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开展督查。（闵捷）

★3月5日，浮山办事处第三期支
部主题党日室内活动结束后，组织44名
党员干部到香泉映月开展“学雷锋、捡
垃圾、美环境”学雷锋主题活动。（刘洁）

★3月7日，官埠桥镇联合区交警
三大队、运管所及镇派出所、食药所等
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开
展校园安全检查。 （雷刚、徐杰）

★3月4日，咸安区老年门球协会在
区休干所球场举行庆“三八”女子门球友
谊赛，来自咸安区各单位的19支队伍122
名女队员参赛，充分展现了该区老年群
体、妇女同胞热爱体育运动、享受比赛乐
趣的精神风貌。（李媛媛、石芳、饶咏珍）

★3月5日，在“学雷锋纪念日”55周
年之际，浮山办事处长安社区联合区地税
局举办了主题为“学雷锋，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的道德讲堂活动。（胡文文、刘洁）
★3月6日，广东湖北咸安商会第

三届一次理事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商
会注册、章程修改、成立监事会等事宜，
提出了“以会养会”新发展模式。

（闫雅莉、吴丰）
★7日，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青龙社

区及辖区单位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共同举办“同庆三八妇女节，共创
平安幸福家”活动，现场以歌舞、文学诵
读、旗袍秀等节目形式展示女性丰富的
文化生活。 (刘娜、刘洁)

★3月7日，桂花镇妇联牵头，组织
机关支部党员和15个村（社区）妇女干
部等30余人，到桂花镇白沙桥、刘家桥
沿河清理白色垃圾，开展“保护母亲河
我们在行动”活动。 （叶旋）

★3月5日至7日，马桥镇党委政府
联合镇食药监所、镇教育总支开展校园
食品安全检查，对全镇9所中小学校、6所

幼儿园的学生食堂、校园超市及校园周边
副食店进行拉网式检查。（方娇、邓青）

★3月5日，区委老干部局在三楼
党员活动室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主题的党支部主题党日，党员干
部用实际行动为居住在小区里的离休
干部营造了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达
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服
务老干部的目的。 （李媛媛）

★3月9日下午，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胡昌文到区委党校调研党校工作，
要求党校下一步应在开展小精灵式短
训班、办好周末课堂、做好常规工作方
面做出努力。 （胡明霞、刘汉勇）

★3 月 5 日下午，永安办事处将
2018年第三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与学
雷锋活动结合起来，各社区大党委本期
都与辖区单位联合开展“共驻共建”活
动，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员学雷锋
活动。 （王腾）

香城简讯

3月8日，向阳湖镇绿山村，咸安区在这里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08周年暨“环保徒步行，寻找好家风”活动。来自全
区各行各业的妇女代表和当地村民300余人参加。

该区现场表彰了咸安区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获奖者。100多名巾帼志愿者还在汀泗河与长青河交汇处的西湖垸堤
开展环保徒步行，拾捡边坡垃圾，传播低碳环保理念，以实际行动庆贺妇女节。 通讯员 吴涛 李星 摄

寻找好家风

3月5日，咸安区农业局执法人员正在对农资市场上的
种子进行检查。春耕在即，咸安区农业局的农业执法人员
对全区农资销售网点开展检查行动，为春耕生产保驾护
航。 通讯员 吴涛 樊飞跃 摄

汀泗桥镇团委

关爱空巢老人
本报讯 通讯员李星、黄晶报道：5日，汀泗桥镇团委积

极组织党员干部及团员青年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弘扬雷
锋精神 ”志愿者活动，为该镇失独、空巢老人送去米、油等
生活物资，帮助老人整理内务，为老人做健康体检，叮嘱老
人保重身体，给老人们送上满满的爱心。

该镇社区青年志愿者队伍成立于2015年，两年来，立
足关爱失独、空巢老人，采取“多对一”帮扶，做好“四个一”
（一次生活服务，一次精神陪伴，一次健康义诊，一次安全
宣传），每月定期为12位空巢、失独老人提供接力式服务，为
老人们洗被、灌煤气等，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亲情般的温暖。

下一步，该镇还将招募具有教育学、心理学、应急救助
等专业知识和特长的志愿者，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
化、持久化发展。

咸安经发集团

拓展融资项目新渠道
本报讯 通讯员李扬报道：“又有3个融资项目已顺利

通过省农发行审批，共授信批复15亿元……”3月9日，咸
安经发集团在首季交出完美融资成绩单。

一季度，该集团申请的湖场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
项目、永安城北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湖北银行
流资贷款项目等三个融资项目成功通过审批，分别获得授
信7亿元、7亿元、1亿元。

两年来，咸安经发集团作为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在加强
和完善自身建设的同时，组织力量统筹推进项目建设规划和
项目融资工作。目前，公司与多家银行建立了稳定的业务联
系,与农发行、建行等金融机构达成融资意向；同时，积极筹
备发行城投企业债券，实现了融资渠道多元化，初步形成了

“政府工程，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融资运作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