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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道县四马
桥镇将夜巡工作作为群
防群治工作重点来抓 ，有
力打击现行违法犯罪行
为 ， 全镇居民安全感 、幸
福感有了显著提高 ，民意
调查工作取得很大进步。

保持夜巡高见警率 。
镇综治办会同派出所对
辖区案事件的发案情况
每日进行研判 ，根据近期
辖区最新的发案规律 、特
点，将研判情况通报给夜
巡队伍，有针对性开展巡
逻防范 ， 始终保持对警
情 、 案件高发的时段 、区

域、部位的高见警率，对违
法犯罪形成巨大震慑。

对夜巡人员实行常态
考核。制定夜巡制度，落实
工资绩效考核办法。 专人
负责督查， 巡逻期间每周
不少于 2 次督查， 形成每
日通报材料。 加大“查人、
查车 、查物 ”力度 ，对镇机
关部门、银行、商业、学校、
镇村主要路段等重点区域
每日必巡。

通过全镇联防联控常
态化夜巡， 全镇社会风气
得到显著提升。

道宣

为探索医养深度融合，实现
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老有所
乐。 10 月 20 日上午，集生活、健
身、娱乐、医疗于一体的永州市
零陵区老龄颐养中心正式开业
运营。 永州市副市长谢景林，市
政协副主席、 市卫健委主任欧
阳德群， 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
处长许长林等为颐养中心揭牌。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老
龄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
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
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近年来，永
州先后出台了 《关于推行医养
结合实施方案》《集中培育医康
养产业实施方案》，从制度层面
统筹构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
并且将医康养产业作为全市的
千亿产业重点打造， 逐步形成

内涵丰富、布局合理、功能互补
的医康养产业体系， 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新动能 、注

入了新活力。
今年 2 月 ， 零陵区将区民

政局福利中心大楼交由市第四

人民医院全面托管， 创新组建
零陵区老龄颐养中心， 作为全
区医养结合发展的重点项目打

造 ，整合医疗 、康复 、养老和护
理资源，实现医养无缝对接，切
实提高全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质量，并以此作为示范，引领全
区医养结合事业发展迈上新台
阶。 中心于 9 月 1 日开业试运
行，现开放养老床位 500 张。 市
四医院主动作为、先行先试，为
公立医院开办养老服务积累了
经验、创造了模式，走在了全市
乃至全省的前列。

下一步， 零陵区老龄颐养
中心将坚持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性质不变， 坚持以公立医院公
益性为宗旨， 严格执行国家医
养结合政策， 认真履行民政部
门相应的职责，完善“医+养”结
合服务模式， 力争创建全市一
流、全省闻名、全国先进的医养
结合标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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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雷伊凡 胡
远红）10 月 19 日，道县公安局召
开城乡社区警务工作和“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
工作推进会。 县域警务办和教育
整顿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由政委唐道山主持。

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蒋俊
炎就当前道县公安局城乡社区

警务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总结，并就推进城乡社
区警务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党
委委员 、纪检组长李俊杰对 “坚
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
整顿工作 10 份 9 项重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唐道山表示，在城乡社区警务
工作中， 要进一步加强风险隐患化

解，加强校园、园区等警务工作，打
造出道县特色和亮点； 在教育整顿
工作中， 要按照各项重点工作时间
节点全面推进， 确保教育整顿工
作有序推进；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将城乡社区警务工作与教
育整顿工作有机结合，做到两手
抓 ，两手都要硬 ，为道县社会治
安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斌）10 月
1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唐纯玉到
零陵法院考察，为该院一站式建
设点赞。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何
小春参加座谈。

考察中，唐纯玉参观了零陵
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信访接待
室 、在线调解室 、执行指挥中心

等， 与法院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何小春介绍了该院今年 1 月-9
月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今年以来
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
务体系建设、加强诉源治理等工
作情况。 今年前三季度，该院诉
前调解案件达到 1331 件， 一审
民 事 行 政 诉 讼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19.84%。

唐纯玉表示，零陵法院一站

式建设、执行攻坚、党风廉政、队
伍建设、调研宣传等各项工作取
得良好成效，在省市法院排名靠
前， 希望能继续保持和发扬，提
炼总结工作亮点和好经验 、做
法，努力打造一流的诉讼服务品
牌。 要进一步加强与各级代表委
员联络，对于法院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她将积极向有关部
门建言献策，助力法院克难攻坚。

唐纯玉代表与法院负责人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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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朱
家运）为全面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
为，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10 月 19 日， 道县司法局
组织开展了行政执法案
件评查。

为提高评查质量和
水平，道县司法局邀请县
人大监司委相关领导、律
师代表、县直主要行政执
法单位法制骨干共计 2９
人参加案卷评查。 本次案
卷评查是在前期各部门
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重点
对行政执法部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按照一般程序

已办结的行政许可 、行政
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征
收、行政检查等案卷进行
集中评查 ， 坚持依法依
规 、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
的原则，并依据湖南省行
政执法案卷评查计分标
准进行，共评查行政执法
案卷 71 件。

下一步 ，道县司法局
将对本次评查工作进行
全面总结，向被评查单位
反馈评查结果，并对案卷
评查情况进行通报。 进一
步贯彻落实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 加强行政执法
监督，努力提升全县行政
执法水平和质量。

道县评查行政执法案卷 7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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