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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创国家卫生城市齐创国家卫生城市

共建绿色生态家园共建绿色生态家园

共青城市司法局重新组建以来，结合市委
《关于深化“共产党员示范市”创建 打造具有全
国影响力党建品牌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以及
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着力践行司法行政为民建
设，积极开展“党员特色工作室”创建，着力打
造党建项目“李大义调解工作室”，示范带动

“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综合性
法律服务活动，积极宣传共产党员工作经验和
先进典型，不断扩大党建工作影响力。

为推动党建项目化落地，2019年4月，市
司法局着力打造“李大义调解工作室”，工作室
以“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司法所所
长”“优秀共产党员”李大义同志为核心，以党
员干部、党员律师为主体，发挥优秀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解决群众实际需要，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发展“枫桥
经验”，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努力构建自
治、德治、法治相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
战线必须坚持和发扬的“金字招牌”。“枫桥经
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富有活力，就在于始终依
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始终坚守人民至上
这一不变初心，始终弘扬改革创新这一时代精
神，始终激活基层基础这一深厚本源。

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工作室成员积
极探索解决矛盾纠纷路径，针对全市跨区域、
跨部门疑难民事纠纷，积极组织开展人民调

解，在必要时联合行政、司法部门实行“三调联
动”，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积极服
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工作室
成员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开展公众安全感指数和政法部门
满意度“双提升”宣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将市法律援助中心职能统一纳入党员
服务大框架之下，向社会提供普惠、公益、优质
高效的公共法律援助服务，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增强人民群众在法治领域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是传统调解组
织形式的创新发展，是基层调解触角的有效延

伸，同时也是新形势下对创新人民调解组织形
式的必要保证，利用调解员的人缘、地缘优势
和特点，对于增强人民调解员积极性、主动性，
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影响力，提高人
民调解工作质量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李大义调解工作室”已登记受理
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劳动合同纠纷等各
类型矛盾纠纷，接待来访群众100人次，通过
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将司法行政业务
工作与服务群众、服务发展有机结合，为越来
越多的群众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下一步，市
司法局将宣传工作室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典型
案例，扩大工作室的知晓度和影响力，让示范
创建形成热潮，进一步发挥实效。

李大义调解工作室：让“党建”抓住“人心”
任海燕 融媒体记者 潘成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彭招峰 潘成）6月
11日，我市一名流动摊贩曹某，在新村菜市
场西路口占道经营，并暴力阻碍市城市管理
局执法，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的处罚。

这名流动摊贩叫曹昌凤，今年62岁。6
月11日上午9点左右，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
员在新村菜市场片区巡逻时发现曹某正在路
口摆摊卖菜，便立即上前多次劝离。“因为这
条道路是公共通道，不允许摆摊，而且新村菜
市场里面有那种免费摆摊设点的地方，她卖
菜完全可以进菜市场摆摊，无需占道经营，所
以我们多次劝离，让她进菜市场摆摊她却丝
毫不为所动。”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说。

从当时的执法视频中可以看到，曹昌凤
不但不听劝，还对执法人员恶意辱骂“拳脚相

向”。随后，现场的群众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甘露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我们接到

报警之后就立即赶往现场，发现这名流动摊
贩还在继续阻碍城管执法，市城市管理局执
法人员在劝离过程中还被这名流动摊贩打
了两巴掌还踹了一脚，随后，我们依法将这
名流动摊贩带离现场，并根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52条之规定对这名流动摊贩处以行
政拘留6天的处罚。”

随后，记者来到新村菜市场发现，虽然里
面还有部分空摊位是免费给这些流动摊贩使
用的，但他们依然“任性地”在进出菜市场的
通道里摆摊贩卖。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告
诉记者，每天他们都要和这些卖菜的老人家

“打游击战”，这边刚刚劝离，执法人员一走

开，流动摊贩又到路边来摆摊贩卖，把“敌进
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运用的“炉火纯青”。

采访中，附近的流动摊贩告诉记者：“菜
市场外面过往的人多，我们卖的菜不如人家
的好，菜的‘颜值’又不够漂亮，如果在菜市
场里面摆摊的话很难卖掉。”

记者采访多名流动摊贩后了解到，他们
主要还是认为路口人流量大，更容易把菜卖
出去。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却干扰了菜市场
的正常秩序，阻碍了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呼吁广大市民：
“不要贪图方便在路边随意停车买菜，这样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大家都到菜市场
里面去购买，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市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

暴力抗法 我市一流动摊贩被行拘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商晓凌）日
前，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在老汽车站旁
小区内的垃圾多日未清理，成堆的垃圾
和难闻的气味，严重影响了小区环境和
居民日常生活。

6 月 9 日，记者
根据市民的反映，
来到了该小区，远
远就闻到了一股刺
鼻的味道。走近发
现，在小区入口处，
各 色 垃 圾 堆 叠 成
堆，占据了道路的
四分之一，而且垃
圾腐烂散发出的恶
臭让人难以忍耐。

住在附近的居
民袁先生告诉记者：

“我们进出小区的时候都要捏鼻子、捂
嘴，特别是住在小区1楼、2楼、3楼的人，
家里的苍蝇多得不得了，连窗户都不敢
开，气味太难闻了。”

据居民介绍，原先小区的入口处

放置了两个垃圾桶，供小区 28 户居民
日常倾倒垃圾使用，但随后沿街的一
家饭店开业，将每天产生的大量厨余
垃圾丢弃在这里，加上保洁人员未能
及时清运，导致了小区内垃圾成堆、恶
臭熏天的情况。

在此，本报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积极行动，会同各方制定出一个科学
可行的办法，及时解决好该小区垃圾成
堆的状况，还小区居民一个干净、整洁
的居住环境。

小区里垃圾成堆 居民生活受影响

啄木鸟

本报讯（李妙玲）为进一
步推进我市创国卫工作，连
日来，湖畔社区积极与各创
卫责任单位进行交流对接，
共商创卫好办法，开展系列
创卫活动。

湖畔社区各小区都是无
物业的老旧小区，居民素质
参差不齐，不少小区楼道间
堆放着各种杂物，印满了各
类小广告，使居民们“有苦难
言”。为此，湖畔社区积极与
各创卫责任单位对接，根据

各小区实际情况，共商整改
方案。通过20余天的劳动，
各小区一层至顶层墙面小广
告被粉刷干净，楼道间、小区
内杂物、僵尸车、杂草、垃圾
死角等也被一一清理干净。

此次创卫活动为辖区居
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居住环
境，得到了居民一致赞扬，让
居民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
行动上共同参与，为创建和
谐美丽的人居环境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本报讯（王倩）为推动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助力
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给居民营造一个干净、整
洁的生活环境，近日，富华
社区联合创卫责任单位市
人武部到和顺小区开展环
境整治工作。

活动中，大家重点对小
区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小区
绿化带杂草及卫生死角进行
了彻底清理。大家发扬不怕
脏、不怕累的精神，清理了小
区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及卫生
死角，铲除了花圃中丛生的
杂草，把长期无人清理的枯
枝落叶、废弃薄膜袋、旧家具
杂物等垃圾清理运走。

此次清理活动，共清理
卫生死角40余处，清理垃圾
杂物 6 车，有效提升了小区
环境卫生水平，为广大居民
营造出了一个整洁、优美、和
谐的环境。

甘露派出所破获
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方水凤）日前，我市甘露镇派出
所破获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对他
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他们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

今年5月底至6月初，一批社会闲散未成年人在夜间
频繁出入甘露公园一游乐场，毁坏游乐场售票处、小卖部
的玻璃，盗走里面的财物、破坏硬盘、监控等，游乐场老板
报案后，甘露派出所民警通过查监控、走访摸排，很快就破
获了案件。

目前，因8名嫌疑人均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甘露
派出所已责令家长对其孩子严加管教，并赔偿游乐场损失
4800元。

我市召开脱贫攻坚
“夏季提升”整改攻势推进会

杨祖荣等参加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彭招峰）6月10日，我市召开扶贫
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脱贫攻坚“夏季提升”整改攻势
推进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祖荣参加会议。

会上，相关单位汇报解决脱贫攻坚和巡视整改存在的
突出问题推进情况；各乡镇党委书记汇报“春季整改”和

“夏季提升”进展情况；部署“夏季提升”整改、“四个在一
线”专题活动、优化脱贫攻坚项目库、水库移民相关工作。

杨祖荣说，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论述，提高对
脱贫攻坚这一工作的重要认识，掌握精准扶贫方法；要聚
焦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这个重点，对贫困户情
况的精准识别工作再深入；要把握脱贫攻坚的政策要求，
标准上要再精准，特别是牵头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把各自
的扶贫政策把准；要加大因户施策的帮扶措施，扶贫质量
上再提升；各乡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干部、村主任
要四位一体，形成合力，同时帮扶单位要加强对结对帮扶
干部的领导、督导和指导；要对照全市的“夏季提升”整改
工作方案，责任上再压实；要整合力量，加强调研指导，效
率上再提升。

副市长崔杰等参加会议。

市妇联为创卫
责任片区刷白墙面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彭招峰）近日，市妇
联组织施工队伍对创卫责任片区中心花园
小区楼梯口及贴满牛皮癣、小广告的墙面进
行刷白。

此外，市创建办还在全市大街小巷的公
交站牌、垃圾箱以及道路隔离带上张贴了近
600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条幅、标语，倡导
全市人民爱护环境卫生，共同参与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

邹隆茂等在共青城分会场参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方水凤）6月11日，省、九江市先
后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中央督
导组反馈情况整改工作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邹隆
茂在共青城分会场参加会议。

在收听完省、九江市视频会议后，我市随即召开全
市“双提升”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满意度和知晓率提升
推进会。邹隆茂要求，各单位要贯彻落实好省、九江市
视频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确保中央扫
黑除恶督导反馈问题不折不扣整改到位；各单位各部门
要积极发动机关工作人员、下属单位等参加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知识考试，进一步提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晓
率；要开展有内容、有质量的大回访，在上门入户宣传
中，要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和存在的困难，力所能及地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助力社会公众安全感、政法机关满
意度“双提升”。

副市长、公安局长张明，市人民法院院长余建新，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林丹云等参加会议。

企业赠锦旗
“点赞”润泉供水

本报讯（樊永阳）近日，江西共晶光伏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将一面写有“雪中送炭
传佳话 排忧解难留美名”的锦旗送到共青城
润泉供水公司，感谢公司及时解决了企业的
用水难题。

日前，位于“九江共青城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共晶光伏公司厂区内部给水管道发
生暗漏，水压严重不足，危及到公司大量半成
品的安全生产，紧急求助于供水公司。对此，
供水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抢修队伍到厂
区不间断地巡查漏点，现场办公化解技术难
题，及时发现并抢修了漏点，确保了企业内部
给水管道的安全正常运行。

急用户之所急，共青城润泉供水公司紧
紧围绕安全供水这一中心任务，以热情的服
务、专注的态度、专业的技术，真正为企业提
供便利服务，为城市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温馨家园储藏间公开销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李鼎）温馨家园小区是我市为推

进城乡一体化，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重大安居工程。前
期，小区部分楼栋一楼架空层未施工到位，给百姓生活带
来诸多不便，并且存在安全隐患。2019年5月，青创集团
按照统一规划，完成了80栋、81栋、82栋、83栋、84栋一楼
架空层施工改造，并根据住户要求安装了5个充电车棚，
满足了电动车和自行车停放需求。

为尽快服务和方便小区住户生活，积极响应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改造后的储藏间
于6月初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摇号销售。本
次 160 间储藏间摇号销售主要以本楼栋住户为主，以协
议为准，一户一间，做到了100%公开公平，合法合规。改
造后的储藏间将解决老百姓停车难、卫生脏乱差、私搭电
线等无秩序问题。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彭招峰）近日，“共
青城板鸭”文创与营销实战总决赛的队员
们开展“寻溯共青源 创业再出发”主题教育
思政课。

活动中，大家参观了耀邦陵园和共青垦
殖场旧址，仔细聆听了共青城从共青社到共
青垦殖场再到共青城市的发展史，接受了红
色基因的洗礼。大家纷纷被垦荒创业前辈们
敢为人先的勇气、永不放弃的信念、开拓奋进
的精神和为理想献身的高贵品质所感动，上
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

据悉，这些队员都是我市7所高校的在校
大学生，此次开展的“行走的思政课”，不但让

“共青精神”入脑入心，更让学生们感受到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决心要做一个学好本领，
接过创业大旗的新时代青年。

我市大学生创客开展
传承共青精神主题教育活动

我市查处
一非法存储成品油窝点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丽）6月5日，我市成品油市场
专项整治联合执法大队查处一非法存储成品油窝点，查获
柴油7.1吨。目前，执法人员已将油品没收，并对案件作进
一步调查处理。

该非法存储成品油窝点位于苏家垱乡青山村殷家村
道旁的一老旧棚房。在棚房外停着两辆后斗装有油桶的
皮卡车，棚房内放置着4个1人多高，容量为5000升的大
塑料桶，其中三个塑料桶内装有柴油。放置油桶的棚房
内非常杂乱，油桶、抽油设备散落一地，里面还堆放着大
量木材，相邻的房间为碾坊，堆放着大量的稻谷，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

经执法人员调查，殷某涉嫌将这些柴油销往周边建筑
工地，但其无法向执法人员提供存储、销售许可及采购、质
量凭证。执法人员对油品进行了没收，并抽样送检，调配
油罐车把这些柴油转运到安全地方。经过称重测量，当日
共查获柴油7.1吨。

共商办法 齐心创卫

军民联手共创卫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暨中央督导组反馈情况整改工作会召开

我市乡镇（街道）
商会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熊敏）6月6日，金湖
乡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在“共青
精神”体验园召开。金湖乡商会正式挂牌成
立，标志着我市乡镇（街道）商会组建工作全
面完成，圆满实现了“全覆盖”目标。 自2017
年我市首个基层商会——江益镇商会成立至
今，我市已成立6个基层乡镇（街道）商会。

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充
分利用工商联和商会组织把广大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促进全市非公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7年以来，我市着力推
进乡镇（街道）商会建设，下发《关于加强全市
乡镇（街道）商会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
各乡镇（街道）实现基层商会全覆盖并全面实
现“五有”：机构有牌子、队伍有班子、办公有
场所、运转有经费、日常有活动。

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总商会）多次到
各乡镇，推动基层商会建设。全市各乡镇（街
道）成立了党（工）委书记任组长的商会筹备
工作领导小组，通过上门走访、微信群、QQ
群等途径发动宣传，动员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向商会组织靠拢。“我们将以服务好家
乡、搭建好桥梁、促进好发展等三点为商会立
会宗旨，为各会员持续、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为金湖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
程、扶危济困、公益慈善等事业献计出力。”新
当选的金湖乡商会会长邹永亮表示。

随着全市乡镇（街道）基层商会实现全覆
盖，将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我市经济发展，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健
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