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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路项目部工作人员在核对图纸。

攸县检察长上党课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思）10 月 20 日

晚，攸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徐达江
以 “团结一致向前看 ，心无旁骛抓发展 ”
为主题， 给全院干警讲了一堂生动的专
题党课。

徐达江立足检察机关的初心和使
命，结合工作实际，从如何破除眼前的困
境与误区， 如何在先进的基础上取得更
高发展， 如何在服务社会经济大局中体
现检察担当等几个方面作了讲解。 他认
为，作为新时代的检察人，要牢固树立人
民主体思想， 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司
法为民的初心， 以求极致的精神抓好落
实，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4位执行法官
接力执结一起积案

本报讯（通讯员 喻涛）近日，株洲市
渌口区法院执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
该案从申请执行到执结历时 17 年 ，4 位
执行法官先后接力办理该案。

1998 年 12 月，易某办铸铁厂需要资
金周转 ，向黄某借款 10 万元 ，约定年利
率 25%，借款期限为 1 年。借款到期后，易
某仅偿还了 1 万元及少量利息。 黄某将
易某起诉至法院，2003 年 11 月 14 日，法
院经审理判决， 易某须偿还黄某借款本
金 9 万元及利息 5.9 万元。 判决生效后，
黄某于 2004 年 1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经法院调查，被执行人易某除有一个
退休工资银行卡账号外， 并无其他可执
行财产，法院将易某的账号冻结，开始了
长达 17 年的“执行长跑”。 执行法官定期
查询账号余额， 在保证易某基本生活的
前提下， 不定期扣划账号内资金给申请
执行人黄某。

17 年来， 执行法官多次组织双方协
调， 易某在手头宽裕时也主动支付部分
欠款给黄某。 今年 10 月，双方再一次协
调， 黄某同意易某提出的再付 6.5 万元、
剩余利息黄某全部放弃的方案。 10 月 20
日，该案终于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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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株洲市石峰区城管局坚
持以人为本 ，依法治城 ，认真履行城市
管理职能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城
市管理，有效促进了城市综合管理潜力
和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致力于打
造一支文明规范的执法队伍，树立良好
城管形象。

队伍建设常抓不懈
“一个有序 、整洁的城市离不开一

支素质、精干的城管队伍，一支素质、精
干的城管队伍离不开队伍建设的常抓
不懈。 ”石峰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石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将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督察工
作，考核机制。 确保执法督察和队伍规
范化建设工作顺利完成。 选贤任能，健
全用人机制 ，岗位安排方面 ，让那些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锐意奋发进取的队员
得到褒奖和重用。 制定协管员晋升降级
考核方式 ，通过日常工作表现 、个人能
力素质、笔试分数等综合成绩考核协管
员的奖惩。 规范公车使用流程，公车由
所属中队自行保存、管理，未出车时，车
辆停放规定地点，车钥匙由中队办公室
人员妥善保管 ；因公用车时 ，事前向办
公室人员提出申请， 登记用车事由、用
车时间等，做好车辆使用记录。 加大督
察考评工作力度 ，以市局 、区城管委工
作部署为依据，确定每月的重点工作任
务。 以《石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协管员积分管理制度 》为依托 ，对重点
工作任务开展专项督察，针对一些在督
查之后又经常反复出现的问题加以通
报， 针对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跟踪检查，
查缺补漏，把督察考评各项规章制度真
正落到实处。

城管中队规范化建设稳步推进。 目
前，清水塘、响石岭、井龙城管中队均取
得出色成绩，响石岭中队规范化建设受
到市城管局肯定，并吸引兄弟单位前往

参观学习。

城市管理爱民便民
“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在助力经济发
展基础上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是我们当
前工作的指针。 ”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市局关于“株洲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
作新任务新要求 ”会议精神 ，采取疏堵
结合办法 ， 有计划地设置便民服务区
域。 秉持便民利民不扰民原则，综合考
虑便民服务点的设置区域、 周边环境、
交通安全等因素， 根据实际情况划定 4
个临时便民服务点， 提供约 1000 个摊
位。 在实施地摊经济方案的同时，规范
便民服务区域市容环境、 经营秩序，坚

持做好科学防疫措施，确保不对周边市
容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和群众正常生活
造成影响。

出台《石峰区零担管理方案》，摸排登
记 400余条临担信息， 通过实地走访形式
核实菜农信息 417户，发放《石峰区自产自
销菜农证》417 张， 推动占道小摊小贩管
理从重复驱赶向引导经营转变。

推动温暖企业行动，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 新建湘天桥立体停车场 ， 占地
1300 平方米 ，新增停车位 126 个 ，方便
周边居民出行。 在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
司建宁驿站旁新建电动车充电装置，完
善基础配套设施，提高了企业职工的获
得感。

张升来 颜淑婷

宽阔笔直的柏油路，道路两
旁郁郁葱葱的绿植，路面标识清
晰而醒目，崭新的道路延伸向远
方。随着云峰大道、华强路、云水
路等主次交织路网的竣工通车，
中特物流、太平洋药业 、生物科
技园等多个项目落户云龙示范
区云田镇。村民住进了漂亮整洁
的安置小区，出门有车，散步有
路，工作就在家门口 ，这一切都
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拆迁后片
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安居乐业的
幸福生活。

在今年的产业项目建设年
中，株洲云龙示范区加大了基础
设施路网的建设力度，形成 “征
地即开工”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
前，已完成 9 条道路、47 个房屋
编号、474 亩的征拆任务。

启动征拆工作以来，项目部
全体人员主动加班加点，全力推
进征拆工作。 启动“白加黑”“5+
2”工作模式 ，连续作战 ，推动征

拆工作的高速运转。工作人员与
涉征户深入交谈，一趟又一趟来
回于涉征户，讲政策、摆事实，耐
心细致，真诚公正。 主动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切实保障涉征户的
合法利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
支持。

“要又快又稳地推进征地拆

迁。 ”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六甲路
征拆项目为例，位于云田镇云峰
湖社区的六甲路征拆项目是加
快当地新路网建设、畅通小循环
的民生工程 ， 征拆工作历时 35
天 ，完成了所有青苗 、土地及房
屋协议签订，交上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

6 月 1 日开始征拆， 得知是
修路 ，当地村民积极配合 ，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房屋、青
苗、土地协议，征拆完成后，施工
方马上进场施工，目前工程已进
入扫尾阶段。

截至目前，云龙示范区已完
成龙溪路三期 、莱因坡路 、奄子
坡路、寺湾路 、兴龙路 、长龙路 、
盘龙路三期 、六甲路 、云峰大道
二期东 C 段 9 条道路的项目征
拆。 涉及房屋编号 47 个、征拆面
积 474 亩，已完成道路施工建设
15 公里。

张升来 周啸

石峰区城管局：
打造文明规范执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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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队员利用休息时间进行业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