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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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波 李敏超 蒋圆圆

今年以来， 永州市零陵区住建局以
打赢“三大攻坚战”为任务牵引，立足“城
镇提质战役 ”的主战场 ，凝心聚力 ，克难
而进，强力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抓质量安全。 认真落实质量安全生
产责任制，强化质量安全管理，扎实推进
“工长制”、夜间值班制。 通过加强检查监
督，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建立企业安全生
产动态监管系统等措施， 促进企业完善
质量安全生产责任规章制度， 保证质量
安全生产投入，加强质量安全教育培训，
加强重大危险源的管控，实行专人负责。
今年来， 组织质安站等相关部门人员对

全区 108 个在建工程进行了 6 次安全大
检查，查出安全隐患 553 起，发出建设工
程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46 份、停工通知
书 15 份、限期整改通知 55 份、处理违规
行为 1 起。 全区未发生建筑施工生产安
全事故。

抓污染防治。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
府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重大
决策部署，该局制定了《建筑工地施工扬
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认真抓好施工工
地扬尘治理， 明确了中心城区建筑工地
扬尘治理的时间 、目标 、整治范围 、整治
内容及标准。 将对建筑施工现场设置施
工围挡、车辆冲洗设施、主出入口硬化 、
围墙喷淋及雾炮等防扬尘设施的审查 ，
作为办理开工前安全条件审查的必备条

件，凡扬尘防治措施不到位的，坚决不予
办理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不准
开工。 目前，零陵城区 108 个在建项目，
在建工地位于主次干道和重要路段的已
达到 100%围挡 ， 并安装了喷淋降尘设
施。 今年来共检查项目 327 批次，对工地
扬尘问题共发放整改通知书 50 余份，停
工通知单 20 余份，先后对 7 家施工企业
有关人员进行了约谈。

抓住房保障。一是抓棚改工作。今年
共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 3 个项目， 改造
房屋 1200 户， 全部采取改扩翻方式，总
投资约 5.5 亿元， 现已完成棚改 637 户、
完成投资 3.02 亿元。 二是抓房地产市场
管理。 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工作，对符合
预售条件的开发项目实行主动服务 、上

门服务、优质服务。 今年来共为 6 个项目
24 栋楼宇颁发商品房预售证 24 本，预售
商品房面积 215300.9㎡。 三是抓小区物
业管理。 严格做到新建商品房前期物业
管理招投标全履盖， 对不实行前期物业
管理招投标的项目不予发放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证。 积极指导组织成立业主
委员会，有效落实物业承接查验制度。同
时，加大房屋维修资金的征缴力度，全区
累计收缴房屋维修资金 1685.86 万元。四
是抓农村危房改造。今年该区危房改造
任务 415 户已全面完成 ， 正组织对脱
贫 质 量 “回头 看 ”住 房 保 障 方 面 存 在
的问题进行整改 ，并根据验收情况积
极 与 财 政 对 接 拨 付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资
金 。

本报讯 （通讯员 唐崇慧 李江红 ）“要总结好
2020 年度的平安建设工作，提炼好亮点、特色工作，
力争平安建设工作再创佳绩。 ”近日，江华瑶族自治
县召开 2020 年度全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扩大)暨平
安建设考评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伍
继承向各乡镇、各考评单位发出动员令。

会议传达落实了中央、省、市平安建设有关会议
精神，安排部署了当前全县平安建设及考评工作，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中央、省、市关于平安
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伍继承表示，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工作、顽强拼搏，持续保持
良好的工作态势；要强化工作举措，注重方式方法 ，
坚决把中央和省市关于平安建设的方针政策、 决策
部署贯彻好落实好，确保方向正确；不断强化组织领
导，树立“一盘棋”思想，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凝聚形
成平安江华建设的强大合力，振奋精神 、奋发进取 ，
确保实现平安建设各项创先争优目标。

县公安局、 河路口镇等单位在会上作了交流发
言。

走访慰问退役军人
10 月份以来， 江华瑶族自

治县委副书记龙赋云率队分别
走访慰问退役军人 20 余人，发
放慰问金和特困救助金 9 万余
元。 图为龙赋云（右）在慰问小
圩壮族乡困难退役军人付勇。

通讯员 贾章雄 刘华

本报讯（通讯员 廖茹漪）湖南
省某公司与刘某及宁夏某公司买卖
合同一案， 经长沙市岳麓区法院作
出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刘某一直未履行，省高院于 2019
年 6 月指定蓝山县法院执行。 受理
该案后， 蓝山县法院执行局 2019年 7
月立案执行，执行人员三次远赴异地，
近期终于促成这起标的达 3000 余万
元的执行案达成执行和解。

执行人员第一次远赴宁夏约谈
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要求其申报财产，并查封宁夏
某公司及刘某名下财产， 但其财产
均为轮候查封，无法处置，又无其他

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执行小组找到唐某约谈， 但唐某拒
绝履行协议。

因本案一直没有进展， 执行人
员再次赴宁夏，今年 7 月 15 日再次
组织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唐某
协商。唐某承认资产偿债协议，申请
执行人同意唐某作为债务履行人 ，
刘某为担保人。 但唐某说没有资金
偿还，未达成协议，申请执行人申请
追加唐某为被执行人。 蓝山法院经
审查后，依法追加唐某为被执行人，
唐某以土地使用权和设备所有权仍
属宁夏某公司为由， 向永州市中院
申请复议，被永州市中院驳回。

在追加唐某为被执行人后 ，唐
某仍不履行， 执行人员第三次来到
宁夏，决定对唐某罚款 6 万元，并冻
结唐某的银行存款、 冻结唐某所持
宁夏中卫市某公司 70%的股权及中
卫市某酒店 90%的股权、 查封唐某
名下房产 16 套。

在采取强有力的强制执行措施
后，执行人员再次约谈唐某，告知他
希望双方能和解， 否则将依法按照
执行程序，拍卖其名下房产。唐某表
示愿意配合。 10 月 15 日与申请执
行人达成执行和解， 约定分 3 年全
部偿还债务，这起标的达 3000 余万
元的执行案终于达成执行和解。

本报讯（通讯员 陈祉凝 胡天茂 陈钢）“这
样的实地逃生演练值得参与， 经历过迷宫逃生
体验的黑暗、窒息、恐惧，发生真实火灾时，相信
我会有经验应对。 ”近日，内六科护士长高叶芳
表示。

10 月 16 日，新田县人民医院在外科楼负一
楼开展了消防模拟逃生迷宫演练活动。

工作人员将气垫带到指定演练场地， 首先
讲解操作方法、动作要领、示范演练、注意事项。
并在演习场地铺上地垫，将气垫平铺展开，用鼓
风机给气垫充气直到形成模拟迷宫。 在迷宫外
粘贴好入口和安全出口指示牌，安装好烟雾机，
参加人员依照顺序分批模拟逃生演练。 模拟消
防迷宫逃生体验增强了医院职工的安全意识和
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提高了医院职工对
消防安全的关注和了解，激发了大家关注消防、
学习消防知识、 参与消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近年来， 新田县人民医院把消防业务培训
纳入日常业务技能培训范畴，特别是今年，结合
疫情防控，配备专职持证消防安保员，不断加大
安全生产工力度， 通过消防演练、 开展宣传活
动、 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等方式提高安全生
产意识，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江华力争平安建设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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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余万元标的执行案终和解

零陵区住建局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医护人员参与演练。

医院举行模拟逃生迷宫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