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推进乡村人民调解中心建设全覆盖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肖耀华 许凤

人民调解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建设人民
调解中心是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今年，我市将市县乡人民调解中心
建设全覆盖行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要内容之
一，全面推进乡村两级人民调解中心建
设，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市县乡村全部建设人民调解中心

10月8日，咸安区向阳湖镇人民调
解中心，工作人员忙着整理纠纷案件。

王某权是向阳湖镇广东畈村村
民，今年9月24日在凤凰工业园工作
过程中死亡，家属与公司产生纠纷。镇
人民调解中心前往调解，短短数日达成
和解。

“群众申请的、部门委托的、政府交
办的，都将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向阳
湖镇司法所所长马登平说，矛盾纠纷无
法化解时，都可来这里。

向阳湖镇人民调解中心是今年新

建乡级人民调解中心之一，设施齐全，
配有两名专职人员，负责调解辖区内矛
盾纠纷。

“不仅镇里要建，各村庄都要建。”
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
储红梅说，让基层群众调解矛盾纠纷更
方便、更高效。

2019年，我市成立全省首个市级
层面人民调解中心，2020年六个县级
人民调解中心相继建成并运行。今年，
我市制定出台《咸宁市关于推进乡村两
级人民调解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要
求今年10月底实现全市70个乡级人民
调解中心建设全覆盖，村级人民调解中
心完成30%，并在三年内实现全覆盖。

目前，全市已建成乡级人民调解中
心56个、村级人民调解中心108个。

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这个处理结果，我们都没意见。”王
某权的孩子王某说，调解员很快解决好
了这次纠纷，让他们能安心“送走”父亲。

王某表示，放在过去，不知道什么
时候能解决好。

过去，乡村虽都设有调解组织，但
调解人员专业知识欠缺，存在调解周期
长、效率低现象，甚至部分群众并不知

存在调解组织，导致矛盾激化并往上传
递，不仅耽误时间，还给自身带来不便。

“必须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第一道防线’。”市司法局副局长杜莉
红说，借鉴市县人民调解中心成功经
验，将人民调解中心向乡村延伸，力争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市人民调解中心将14个行业性专
业性调委会、70多名法律服务人员整合
到一个平台，实施集约化“一站式”调解
基层矛盾。据不完全统计，平均化解一
个矛盾纠纷大约4.5天，有的仅需半天。

咸安区人民调解中心设有医、交、
婚、校、房、劳、知7个专调委，成立以来
成功调解矛盾纠纷1906件，调解成功
率91%，最高一天成功30件。

目前，全市乡村两级人民调解中心
实体平台、调解员队伍、制度体系等在
全力建设中。

调解纠纷更快更好

朱某强是通山县慈口乡慈口村村
民，今年4月20日在咸安区凤凰工业园
某公司上班时，右腿不慎被铁板砸骨折。

经数月治疗，朱某强身体逐步好
转，便到公司协商相关赔偿问题，但双
方出现意见分歧，多次协商仍未达成一

致，矛盾随时可能进一步激化。
向阳湖镇人民调解中心得知后，调

解员熊康迅速了解事件具体情况，并进
行调解。经3天努力，最终双方意见达
成一致，9月 17日签订调解协议书。
朱某强对此次纠纷得到快速解决连连
点赞。

咸安某公司欠章某某、李某某等
人6万余元工资，调解员第一时间联系
双方核实情况，确认无误后组织镇工
业办、人社及双方当事人协商，最后双
方达成一致。章某某和李某某对此次
调解很满意，并表示愿意继续在该公司
工作。

目前，向阳湖镇人民调解中心已受
理纠纷案件372件，356件在本级调解
成功。全市调解中心（组织）累计受理矛
盾纠纷18625件，成功调解18069件。

【群众感受】

“调解中心工作人员设身处地为我
们考虑，联系各方帮忙解决实际问题，
很感谢他们。有了人民调解中心，就相
当于有了缓冲带，事情处理不会闹得很
僵，并且处理效率高、效果更好。”
咸安区向阳湖镇广东畈村村民 王震

2版
2021年10月22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江世栋

电话：0715—8128770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22～24日受偏北气流影响，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早晨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较低。具体预报如下：22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9～17℃；23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9～18℃；24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9～19℃。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朱芳芳报道：10 月 21 日下
午，市委党校秋季主体班举办
了学员课堂暨读书会活动。

读书会前，县级班，局长、
乡镇长班和市直科长班学员们
精心准备，结合个人感悟，选择
确定分享书目，并仔细研读、查
阅资料，提炼心得、制作PPT。

在各班教室，学员们分享
了《苦难辉煌》《曾文正公文集》
《英雄母亲黄菊妈》《走过斑马
线》《任仲平十年精选》《平凡的
世界》等20多种书目，内容丰

富、覆盖面广。结合工作实践
和所学所思，大家在发言中或
阐发观点，或引用案例，或畅谈
体会，共品书香之韵，同享读书
之乐，内容精彩纷呈，现场气氛
热烈，展现了良好的学习风貌。

学员们纷纷表示，读书会
活动为学员搭建了思想交流平
台，提高了理论水平，强化了党
性修养。在今后的工作中，坚
持读书学习充电，为咸宁加快
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发
展示范区、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做出更大贡献。

书香浸润初心 阅读点亮梦想

市委党校秋季主体班举办读书会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道：“参加志
愿服务，不仅能帮到别人，收获快乐和
满足，还能拿到礼品，太棒了。”10月20
日，咸安区永安办事处文笔路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里，居民孟晚珍用志愿积
分换取礼品后开心地说。

记者看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分
超市里，有牙刷、洗衣皂、牙膏、空调被、
取暖器、蒸锅等30余种生活用品。

今年4月份，文笔路社区成立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起了积分超市，用志
愿服务时长积累分值，兑换超市内商
品。

据悉，居民自行报名成为志愿者

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放一张志愿者
积分卡。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站
内工作人员记录在册，按照每小时1分
的方式在积分卡内积分，每季度积分都
可兑换一次商品。

“采取居民‘点单’、实践站‘派单
’、志愿者‘接单’、社区‘评单’的方式
进行志愿服务，并通过价值回馈，激发
居民参加志愿服务的热情。”文笔路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董莉介绍，
目前社区有50余名志愿者，积分都已
积累50分以上，30余位志愿者兑换了
积分。

这是咸安区加快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三级平台阵地的一个缩影。9月
份，咸安区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建设推进会，依托乡镇、街道综合文化
站在各乡、镇、街道成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依托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在各村（社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与
当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紧密相连，
既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一项民心工
程。”咸安区创文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紧紧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
线，不断加强硬件软件建设，统一标识、

完善相关制度、规范组织机构，搭建服
务平台，开展公益宣传、志愿服务等活
动，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逐步提升
文明实践志愿活动质量和水平。

目前，全区13个乡镇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和184个村（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正在加紧建设中，形成区、
街道、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平
台阵地，为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提
供阵地保障。

创建文明城市 树立文明新风

咸安加快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

文明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报道：10月
11日，江西省修水县政府考察团来通
城县考察“通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建
设工作。

“通城与平江修水两县已开通多项
通办事项，修平高速今年底通车，通修
高速有望三年内建成并通车，届时，三
县将形成真正的‘铁三角’。”通城县领
导说。

在9月10日举行的长江中游三省
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湘、鄂、
赣三省决定在湖北通城、湖南平江、江
西修水三县全域共同建设“通平修”绿
色发展先行区。

“通平修”地处长江中游湘鄂赣三省
交界处，是连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
群、大南昌都市圈的核心区域。

根据协议，“通平修”三县将以幕阜
山为主体，以沿江、沿湖和主要交通轴线
绿色廊道为纽带建设生态屏障，共建长江
中游生态绿心。重点实施生态环保、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城乡协调、公共服务五个
一体化工程。到2025年，绿色发展先行
区主要功能框架基本形成，示范辐射长
江中游协同发展的作用初步发挥，全力
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这既是通城县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的创新之举，也是扩大对外开
放、加强区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的
共赢之举。

近年来，通城县不断与毗邻省市谋
划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开展了
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交流。

4月21日，通城县牵头成立湘鄂
赣毗邻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联盟，湖
南浏阳、平江和江西修水、湖北通城缔
结联盟，一大批合作项目陆续启动，湘
鄂赣焕发了新的发展活力。

4月初，三省九个县市区联合推出
99元“初心源·湘鄂赣文旅一卡通”，将
300余家景区、酒店、餐饮店、购物点整
合起来。每逢节假日，通城的各大景区
都会看见许多来自江西修水和湖南平
江的游客。

“中华古瑶第一村果然名不虚传，
这里山青水秀，环境优美，让我感受到
了这里浓厚的瑶文化、药文化。”来自湖
南平江的游客赞叹。

如今，三县正在联合推进生态环
保、交通产业、城乡服务等一体化建设。

三县正积极争取常岳九铁路过境，
结束三县和三省交界区域无铁路的历
史，建设三县高速、旅游公路互联互通
和“1小时交通圈”。

同时，建立三地居民社会保障“一
卡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联合开通直
通客运班车或公交线路，三县居民能像
走亲戚一样常串门常交流。还实施涂
附磨具、云母制品等五大产业集群“联
链强链”工程。

“近些年，我们借助岳阳三荷机场
和城陵矶港口‘起飞’‘出海’，抢抓区域
合作共赢新途径。”通城县委副书记、县
长杨修伟表示，通城作为携手绿色发
展、冲刺区域合作的“先行军”，将通过
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发挥区域整体优
势，共画区域发展最大同心圆。

湖北通城+湖南平江+江西修水

共建“通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通
讯员孟丽报道：10月15日，我
市第二届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
竞赛在温泉城区激烈开赛。 经
过前期初赛，家政服务、育婴、
养老护理3组55名选手进入复
赛，竞赛分为应知（理论知识）
和应会（实际操作）两轮进行。

老年人膳食原则不正确的
是？需要每半年清洗一次的
是？婴幼儿所必需的营养素包
括哪些？理论知识比赛环节，
选手们胸有成竹地埋头作答；
切菜、擦玻璃、婴幼儿护理等实
际操作比赛环节，选手们举手
投足间尽显职业风采。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周

珊英获得了家政服务项目的一
等奖，江玲获得了育婴项目的
一等奖，芦珍获得了养老护理
项目的一等奖。

本次竞赛由市妇联联合市
总工会、市商务局、市民政局、
市人社局组织举办，旨在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对家政从业人员技能水平进
行一次集中检阅。通过家政
职业技能竞赛的形式以赛促
学、以赛促练，在全市家政服
务业掀起岗位练兵、技能比武
的高潮，选出一批富有爱心、
家政技能高超的“最美家政
人”，不断提高我市家政服务
业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市第二届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

“最美家政人”秀风采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
讯员蒋静静报道：10月20日，
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通知，即日起在咸宁市规划范
围内开展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小
区评选活动。

据悉，园林式单位和居住
小区评选活动是国家园林城市
复查的一项重要指标。此项评
选意在加强全市单位庭院和居
住小区园林绿化建设，提高城
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水平，加
快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此项评选采用申报评选
制。市直、咸安区区直及咸宁
高新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

队、团体和各居住小区均可申
报。其中，机关、团体、企事业、
部队等单位直接向市城管执法
委申报。实行专业化物业管理
的住宅小区由物业企业向市城
管执法委申报；未实行专业化物
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由社区向市
城管执法委申报。

通知明确绿地率要求：工
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
中心等绿地率达35％以上；学
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
体、部队营房、公共文化设施等
单位绿地率达45％以上；旧城
改造居住小区绿地总用地面积
不低于25%。

我市明确绿地率要求

加快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传承优良家风
10月21日，市图书馆三楼展厅，党

员们正在参观家风主题展。
据了解，此次家风主题展以“家和

万事兴”为主题，讲述了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革命先烈以及当
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弘扬中华
传统家庭美德和正确的家庭伦理，引导
广大党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清廉咸宁建设贡献“家力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报
道：10月21日，市委常委官书
云就社区“两委”换届、党史学
习教育等工作到咸安区调研。

在温泉街道南昌路社区和
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馆，官书云
实地查看了社区卫生服务站、老
旧小区改造等情况。他指出，要
严格落实社区“两委”换届相关
硬性政策要求，严格换届程序，
严格人选把关，选好“头雁”，为
后续工作打牢基础。要把党史
学习教育和社区日常工作结合
起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不能只写在纸上、说在
嘴上，要用实际行动办好每一件
民生实事，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敏实汽车零部件项目、

真奥药业集团公司和洪盛模具
科技有限公司，在详细了解企
业产能产量、市场销售等生产
经营情况后，官书云指出，要严
肃工作纪律，帮忙不添乱，全力
支持好、服务好、保障好企业日
常生产经营。要聚焦制约企业
发展的瓶颈问题，扑下身子解
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要转
变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式，以
高质量营商环境助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当天，官书云一行还深入
湖北川玉茶叶有限公司等地调
研，详细了解茶产业发展情况。

市领导在咸安区调研时要求

严格换届程序 严格人选把关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通讯员葛伊玲报
道：10月20日，我省天门市出
现2例外省输入本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疫情发生后，市、区
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连夜组
建工作专班，于21日对市中心
城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了
地毯式院感防控工作暗访。

在暗访督查过程中，检查
人员发现王琼霞诊所、康乐口
腔诊所院感防控工作不力，均

存在预检分诊登记不规范，就
诊人员未扫健康码、行程码，对
就诊患者未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前来就诊的患者未佩戴口
罩，医废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等有关规定，市区卫健行政
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王琼霞诊
所、康乐口腔诊所从2021年10
月21日至10月26日停业整顿。

市卫健委暗访城区院感防控工作

2家诊所防控不力被责令停业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