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改造前后对比图。

举报人在回执单上签了名
□文建国

10 月间，翻开工作日志，才发现任乡镇纪委
书记已经 1 年多了。 其间，接到大大小小的信访
多起，也接待过信访举报人无数，但令我印象最
深的举报人是村民老毛。

接访 “文书记，为什么我哥哥属‘五保户’，
是一个残疾人，现在还住着危房，而村里一些有
车有房的贫困户却能享受危房改造，这是什么规
矩？给村里干部反映了也没人管。”老毛说话语速
较快，情绪颇为激动。得知他反映的这一情况，我
当时心里很纳闷： 镇纪委 4 月开展了扶贫质量
“回头看”活动，对“七类对象”下村入户进行逐户
详细核查，怎么还存在“五保户”住危房的问题？
于是，我一边安抚老毛的情绪，一边联系镇危改
办、民政办及村干部，决定一起到老毛家开展实
地核查，给他一个明确答复。

调查 在现场，我们一行人发现老毛的“五
保户" 哥哥的确住着危房。 “难道是村里工作失
职，还是故意隐瞒？ ”一连串的疑问，促使我赶往
村部和几名村干部进行沟通。 原来，老毛的姐姐
也属 “五保户 ”，2016 年享受了危房改造政策 ，
2017 年因病逝世， 留下的房屋被老毛继承。 之
后， 村里又帮老毛的哥哥申请了危房改造计划，
但老毛哥哥无能力自己出资先行改造然后再享
受国家危改补助资金，此事一直搁置着。 为了让
老毛彻底安心，经过协调商量，他哥哥的危房先
由镇村垫资修建，预计 11 月底就能入住新房。至
于老毛反映村里有车有房的贫困户享受危改政
策的问题，镇纪委通过多方详细核查，情况不属
实，并给老毛作了详细解释，老毛对调查处理结
果表示满意。

签字 按信访举报纪律规定，每个举报人需
在回复回执上签字。 然而，老毛心里有顾虑拒绝
签字，理由是签字后肯定会追究他的责任。 通过
一番耐心解释，经其本人同意认可，由在场人员
写说明，并经两名村干部现场证明，他才在回执
单上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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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帆)“作为
交通警察， 我们必须常修为政之
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 这是常德交警柳叶湖大队
大队长熊耀湘近日在廉政教育大
会上的讲话， 也是该大队一直以
来的廉洁勤政为警之道。

柳叶湖交通四通八达，商贾、
旅客云集，交通安全、保畅工作来
不得半点怠懈， 常德交警柳叶湖
大队交警总是在执勤岗位上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大队办公室一面
面红色锦旗背后都是故事： 辅警
杨军在一次夜间巡逻时， 主动为
抛锚停在路边的车辆更换轮胎 ，
年轻小夫妻为表示感谢给他送上
红包被他婉拒； 民警丁皓坚持用
权服务为民， 依法为事故当事人
主持公道， 帮助事故当事人筹集
医疗费用，助其渡过难关；民警李
思维在预防和查处货车超限超载
违法行为时， 总是冲锋在前不惧
危险， 对有些货车司机私下送红
包送烟等行为，他一概拒绝；辅警

潘樵在岗位上主动作为， 在保证
道路安全畅通的情况下， 经常搀
扶年迈老人过马路，提醒电动车、
摩托车驾驶人戴好安全头盔 ；辅
警刘维在巡逻期间， 为紧急伤病
群众、 孕妇等以警车开道护行送

医……
该大队不定时开展各项党风

廉政学习教育活动， 今年还通过
组织开展《问心》等廉政警示教育
片观看活动，以案明纪，做到警钟
长鸣。

近年来 ，随着城市
发展和人民生活标准
的提高 ，老旧小区无法
满足时代需求 ，影响居
民生活质量 ，实施老旧
小区改造 ，是完善城市
功能 、提升城市形象的
民生工程。 常德市柳叶
湖旅游度假区老旧小
区正迎来新一轮蜕变 ：
柳苑小区 、 柳城印象 、
东方美景二期均已改
造完成 ，东方美景一期
和龙吟水榭正在抓紧
施工。

如何将可利用公
共空间少的老旧小区
改造 ，以提升居民生活
体验？ 本着“问需于民，
服务于民 ” 的原则 ，建
设前 ，区住建局联合街
道、社区、设计单位 、管
线单位 ， 与小区业委
会 、业主代表 、物业公
司一起 ，对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涉及内容进行

探讨 。 建设中，从小区
居民中选定义务监督
员 ，监督小区改造质量
及进度。 建设完成后 ，
组织居民代表参与验
收 ，在强化日常监督中
打造老旧小区廉洁工
程。

与施工方签订廉
政合同 ， 对于事前预
防 、 完善反腐败体系 、
改进反腐效用大有益
处 ， 营造依法依规合
作、廉洁从业的良好环
境 ，杜绝各种不正当行
为发生，保障老旧小区
工程项目顺利完成。

老旧小区改造资
金实行专款专用 ，专项
改造资金能有效推动
项目安全有序运行。 区
住建局定期对改造小
区进行实地督查 ，确保
资金拨付和使用安全 、
合规、合理。

孙玉婕

武陵区法院干警结对帮扶贫困户

常德交警柳叶湖大队：
廉洁勤政 为警之道

交警在执勤。

“李奶奶 ，您好 ，这次来是给
您进行退休认证的。 ”常德市武陵
区体育东路社区两名工作人员近
日来到李桂芝家进行上门认证服
务，不一会儿，社区工作人员为老
人进行拍照认证， 并把认证资料
通过系统统一发给市退管办审
核。

3 个月前，常德全市开展退休
人员工资认证， 家住体育东路社
区的李桂芝儿子遇到了难题，“家
里有行动不便的老人， 不能前往
社区认证怎么办， 不可能抬着来
社区吧？ ”他在社区"清风连心桥"

微信群内发问。 社区工作人员看
到信息后第一时间在微信群内进
行回复并与李桂芝的儿子取得联
系，约定时间为其上门服务，这才
有了开头那一幕。

在该社区， 像这样为居民上
门服务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我也
不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感谢
你们对我的关心， 上门给我办好
了低保！ ”家住轴承厂宿舍的王峰
家境困难， 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
活， 今年 4 月检查出患有原发性
支气管肺癌、 鳞癌， 需要长期化
疗，本人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用。

社区社情民意联络员走访时了解
到王峰的困难， 主动上门与其聊
天时得知王峰本人想申请低保 ，
但不知晓申请条件， 想要联络员
帮忙办理。 联络员把王峰的家庭
经济情况向社区和民政部门作了
反映，并上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经多方努力，今年 7 月，王峰的低
保申请获得审批通过。

“针对困难群体上门服务，就
是让困难居民充分感受到社区的
关爱和温暖， 让困难群众真正融
入社区大家庭。 ” 社区书记汤婷
说。 薛亮

廉洁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武陵区体育东路社区：针对困难群体上门服务

作为常德市武陵区法院的纪
检干部， 在脱贫攻坚收官冲刺阶
段， 如何把握好结对帮扶人员的
工作重点？ 近日，武陵区法院机关
纪委书记陈格卫认为， 带动贫困
户干起来、富起来，无疑是全力保
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效途径。

2019 年， 陈格卫作为驻村工
作队员，组织区法院 30 名干警结
对帮扶丹洲乡明月社区 30 个贫
困户，在驻村工作期间，他在走访
中发现， 明月社区一组的聂四婆
身体不是太好，只能打些零工，其
妻子 、儿子 、女儿都是残疾人 ，一
家人的贫困显而易见， 怎么为其
家庭增收成为重中之重的任务 。
在去年为其免费送去锦绣黄桃 、
金秋砂糖柑果树苗、 金丝皇菊及
化肥，并进行技术培训的基础上，
今年， 帮扶工作队通过多次联系
社区和残联 ，为其妻子 、儿子 、女

儿办理了残疾证， 其妻子能享受
70 元/月重度残疾补贴。 同时，工
作队积极为聂四婆家签订金楠果
品专业合作社入社合同， 享受入
股分红， 与之前加入的耘州产业
园同时享受分红， 一家人的生活
渐渐好了起来。

以水滴石穿的韧劲 ， 做到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如今的明月社
区有了全新的变化，路修好了、水
干净了、路灯亮了、新建的居民休
闲活动广场也热闹了。 明月社区
4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脱贫。

龙胜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