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协会确实为官塘驿镇做了很多
实在事，为老百姓做了很多贴心事。”如
今，只要走上官塘驿镇，老百姓对该镇平
安协会的赞誉异口同声。

老百姓的口碑不是一天两天铸就
的。据官塘驿镇派出所所长汤宗涛介绍：
官塘驿镇平安协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
就一直担任着“街道保洁员”、“民事调解
员”、“百姓警务员”、“政策宣传员”等多重
角色。

今年1月3日，官塘驿镇黄沙村九组
村民邓桂炎发现自家的一头小黄牛被隔
壁的村民黄树林杀了，因为两家的牛平时
都系在一起，黄树林认错了牛才导致误
杀。经村干部、邻里乡亲反复调解，邓桂

炎只要牛，不要钱，无法调解。邓桂炎还
扬言，如果没有牛，就要到上级上访或者
到法院起诉。村干部就将此情况反映到
平安协会，平安协会高度重视，多方了解
当事双方的情况，发动邓桂炎的一位做餐
馆生意的好友黄某出面做工作。经反复
协商，邓桂炎同意此牛以3200元的价钱
出售给黄某，也不再追究杀牛者黄树林的
过失责任。

像这种邻里纠纷，对于平安协会来
说，是最寻常的工作。在全镇各个村庄，
无论道路多么遥远，无论天气多么恶劣；
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家庭矛盾，只要接
到需要帮助的电话，他们都会事无巨细，
耐心进行调解。据平安协会调解登记表
显示，今年2019年元月至7月，共处理纠
纷52起。其中财务纠纷15起、劳务纠纷
2起、家庭纠纷11起、土地纠纷12起、邻
里纠纷12起。而经过平安协会调解过的
纠纷，矛盾双方都会心悦诚服。

官塘驿镇法庭雷庭长说：“有了平安
协会，我们的工作一下子减轻了很多。平
安协会成立近3年来，社会治安案件到我
们法庭立案的，只有2起，这都是平安协
会的功劳呀。”

除了充当人民的调解员角色，平安协
会还是街道保洁员。

官塘驿镇地处四县区交界点，交通便
利，来往过境车辆较多，车辆乱停乱靠、街
道上随意占道经营等情况严重阻碍交
通。针对这一情况，平安协会与该镇规建
办、交警大队联合，由平安协会巡逻员在
街面上维持交通秩序，对乱停乱靠的车辆
进行拍照上传、贴条提醒；对占道经营的
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整治。

该镇规建办唐建辉介绍，该镇共有
21家洗车店铺，以前他们随意占用人行
道进行经营，洗车的污水就在街面上到处
流。经过平安协会与相关部门的整治后，
现在规范多了，洗车的污水也都进入了下

水道。
近年来，由于107国道改扩建工程的

实施，加之该镇矿产资源的开采，车辆来
往的频繁，使得道路上灰尘弥漫，严重影
响环境卫生，老百姓投诉较多。为了老百
姓能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平安协会对
症施策，多方筹措资金，购买一台洒水车，
根据路面及天气等实际情况，每天不定时
对道路进行清洗、洒水。因为送孩子去温
泉上学，经常开车经过该镇的黄师傅说：

“以前呀，来一次官塘驿镇，车就变一个颜
色。现在好多了，道路干净明亮，开着都
舒服。”

“老百姓对平安创建的要求，不仅是
社会治安，还有生活环境、市场秩序等多
个方面的。”该镇综治办副主任刘超介绍
说。今年上半年，在全市“一感一度一率
一评价”民意测评中，该镇从以往的排名
垫底一跃进入前4名。刘超感慨道：“让
老百姓满意，平安协会真是没得说。”

赤壁“四单”联动

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周刚、徐小平报道：“斋公岭社

区三组高铁桥下发现两只露天遗弃的死猪。”7月6日上午
12时20分，赤壁市社区治理指挥中心接到群众反馈信息
后，立即将信息发送蒲圻办事处，不到2个小时，清理掩埋
工作完成。

这是赤壁市依托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平台，成立社区
治理指挥中心，第一时间核查处理上报事项并向相关单位
派单的一个鲜明事例。

今年来，赤壁市持续加大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
市建设力度，推进单位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入网进格，紧扣
解民忧、化民怨、惠民生，开展街巷联合巡查和“同心筑梦”
敲门行动，收集上报街巷“十乱”“十怨”“十患”等问题和群
众“十盼”等意愿诉求。形成了“群众点单、平台派单、单位
接单、党员领单”的“四单”联动服务模式。

“借助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我们最快只要半个小时就
能把问题解决好！”近日，赤壁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向笔者展示该市数字化城市社区治理“四单”联动模式时
表示。截至目前，赤壁市数字城管系统平台共受理上报各
类城市管理问题15733件，共向全市各责任单位立案派遣
案件15303件，处置结案12569件，处置率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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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山水谣
做强乡村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夏季到，赏荷花也成了游客们的
旅游主打线路，而赤壁市沧湖生态农
业开发区也成了游客们追逐的热点。
沧湖开发区属于一湖两岸地形，水域
面积 16000 亩，盛夏时节万亩荷花盛
开，吸引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欣赏水
乡风情。

图为 7 月 22 日，游客在该开发区
游览。

通讯员 黄富清 张升明 摄

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为进一
步优化慢性病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的救治水平，减轻患者的经济
负担，7 月23 日，由赤壁市卫健局牵头、
市中医医院承办的“慢病惠民项目”正式
启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老龄
化的加剧，高血压等慢性病人日益增多。

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近年来心血管病以
其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已成
为严重影响国民生活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而高血压又是心脑血管病最重要的
危险因素，高血压病人需要长期服药，其
逐年递增的医疗费用，也成为患者很大
的经济负担。高血压慢性病惠民项目的
启动，旨在以高血压慢病管理为切入点，

共同针对筛查出的高危病人或当地更大
范围的高血压患者实施心血管病全程惠
民工程，以建档系统管理和药品最优惠
形式减轻了高血压患者的长期用药负

担，降低了相关诊疗费用。同时，也为全
市高血压患者提供一体化、综合化的治
疗，增强慢性病患者自主管理意识以及
自我管理能力。

赤壁市中医医院

启动“慢病惠民项目”

赤壁警方收网

打掉特大电信诈骗团伙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邓醒凡报道：分工明确、管理规

范、有严格考勤制度和奖惩制度，从网上收集人员信息，随
后通过致电被害人，以固定的聊天模板销售保健品实施诈
骗。7月22日，赤壁市公安局通过长线经营、缜密侦查，成
功打掉了一个特大电信诈骗团伙。

前段时间，赤壁警方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发现城区某商
业区旁一小区内相关人员有涉嫌电信诈骗的行为。对此，
赤壁警方马上安排人员开展调查，经过近一个月的情报综
合分析研判、落地走访调查，民警循线锁定涉案的相关人员
信息及活动轨迹。

7月22日10时许，赤壁市公安局在咸宁市公安局的支
持指导下，组织相关部门警力100余人开展“收网行动”，成
功打掉该电信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8名，现场扣押
手机100余部，电脑50余台，以及半成品性保健药品、包装
工具若干，冻结涉案资金500余万元。目前，其中53名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实施电信诈骗已被赤壁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赤壁多部门联合

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陈智报道：出动执法人员24人次，出

动车辆5台次，检查重点市场17处，检查餐饮场所25家，清
理野生动物广告招牌菜单2块，检查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
所2家，收缴野生动物27只。近日，赤壁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林业局、森林公安在该市范围内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专
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各类市场经营者非法售卖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清理售卖野生动物的广告招牌和餐馆中涉
野生动物的菜单以及清查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等违法行
为。对官塘驿镇、中伙铺镇、神山镇、赤马港办事处等17个
农贸市场、餐饮场所和农庄等售卖肉禽类经营场所进行突
击检查。行动中，执法人员向广大市场经营者宣传了野生
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民众自觉抵制食用野生动
物，提高保护野生动物意识。

赤壁税务局

特邀监督员持证上岗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能成为赤壁市税务局新一

届特邀监督员，我很荣幸，也感到责任重大。”7月18日，赤壁
市税务局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正式颁发聘书，聘请何勇、
廖华清等12名同志为新机构成立后的首届特邀监督员。

据了解，受聘的特邀监督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查阅有
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和资料，可以向税务机关了解税务
系统的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有关规定，可以向税务机关及其
执法人员了解反映和转递的检举、控告和建议、意见等事项
的办理情况，在履行监督职责的过程中，有权要求有关税务
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予以协助、配合，并答复质询。

“特邀监督员在税收工作中充当重要角色，我们将认真
听取特邀监督员的意见建议。”该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顺舟
表示，希望各位特邀监督员发挥好监督、参谋咨询、桥梁纽
带三大作用，助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征纳环境。

黄盖湖镇

特色农业助农致富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廖媛媛报道：“我估计今年湘

莲价钱会有回升，估计可达到10元/斤左右。我将近搞了
16亩的湘莲，来势蛮好，一亩地估计搞得3000多块钱。”万
里晴空下，满池荷叶荷花在微风中摇曳，硕大的莲蓬藏于荷
叶间。看着长势良好的莲蓬，黄盖湖镇老河口村的李战辉
高兴不已。

老河口村有国有土地3500亩，其中稻虾养殖有2000多
亩，水产合作社有一个，水产合作社里面的成员有26户，精养
鱼池760亩，湘莲种植有700余亩，还有一个乌龟养殖基地，
有30多亩。目前各养种植收益都可以，特色产业发展良好。

近年来，黄盖湖镇以村为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充分发
挥本地资源优势，大力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进
一步壮大特色养殖基地、生态瓜果基地、有机农业基地，成
功培育一批具有地方标志性的农产品和农业品牌，助力农
民增收致富。

七月骄阳似火，整个赤壁开启了“烧
烤”模式。就在大家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
门的时候，却有一群人顶烈日、冒酷暑，巡
检、维护、抢修，默默坚守岗位，用汗水诠
释劳动本色，用行动书写为民情怀。他们
就是赤壁市供水公司的抢修人员。

夏季是用水最高峰季节，管网外部气
温高、内部水压大，导致一些老化的水管

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破裂。
7月22日中午，骄阳似火，室外温度

高达39度。河北大道与107国道交界处
供水管网破损。接到消息后，供水抢修人
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抢修。

烈日下，抢修人员们挥汗如雨。经过
挖掘、清理，作业坑成型，管道露出了水面，
漏点逐渐清晰。现场短暂讨论后，修复方

案随即形成，抢修工作紧锣密鼓展开。
就在河北大道与107国道交界处附

近管网破损尚未修复好时，供水管网维修
部又传来其他位置爆管漏水信息，抢修人
员立即兵分两路，顶着炎炎烈日，默默坚
持战斗。

这是忙碌的一天，对供水人来说，也
是最常见的一天。高温固然难熬，但困难

都必能克服，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供水
人的身影。

为确保夏季城乡供水安全平稳，赤壁
市供水公司组织开展了前期调研、实地查
勘、实施安装。针对管网老旧漏水严重区
域，加快对老旧管道的改造，加强巡检听
漏，为高温下城市供水生命线的安全运行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温下的坚守
——赤壁供水人的为民情怀

○ 通讯员 王玉成 张徐良

平安和谐幸福来
——官塘驿镇平安协会贴民心办实事获赞誉

○ 通讯员 张升明 黄富清 李素娟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万菡报
道：错落有致的民房、整齐划一的行道
树、干净整洁的柏油路——如今的芳世
湾村随处都能见到这样精致而又朴素
的美景。

自今年三月底咸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百日攻坚战启动以来，陆水湖办
事处按照清、拆、改、建、种五字方针要
求，整合各方力量迅速行动，着力改变

农村人居环境，倾力打造山水如画芳
世湾。

良好的人居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是群众最能直观感受到的深刻变
化。说起村湾里的种种改变，芳世湾村
三组村民陈耀林忍不住打开了话匣
子。他说，为提升村民环境整治意识，
村里专门制定了卫生评比机制，如今家
家户户都比着在干。而且，村湾里的生

活垃圾，每天都有人清理。村民只需每
天清晨将自家的垃圾杂物清扫整理好，
再放入村里沿路设置的垃圾桶内即可，
既方便又省心。

漫步在芳世湾村，除了深切感受到
人居环境变化外，还能看到不少精致的
细节改观，一排排竹制篱笆将村民家的
菜园子围了起来，统一刷白的墙上则印
上了各类文明新风宣传标语，目光所到

处，无不身心愉悦。
今年以来，芳世湾村先后投资

3000万元，拆除废旧空心房、彩光瓦棚
等建筑，清理垃圾50 吨，建彩色沥青人
行道1000 米，刷黑道路600 米，新装
路灯200 盏，对所有墙面、屋面统一改
造，这些硬举措不仅改变了村湾的旧面
貌，更赢得了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认
可。

山水如画芳世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