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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谢维

今年以来 ， 浏阳市蕉溪镇
把信访化解作为平安建设的牵
引工程，聚焦源头治理，夯实基
层基础， 及时将矛盾隐患化早
化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融
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源头着手，矛盾化解在萌芽
信访问题解决 ， 抓住源头

是关键。 蕉溪镇坚持矛盾排查
掌控到位、问题化解处置到位，
强化源头管控， 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今年 3 月 ， 蕉溪镇某采石

场周边村民反映企业生产施工
噪音大， 造成周围部分房屋损
坏， 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一定影
响。 镇信访办了解相关情况后，
立即联合镇自然资源、 生态环
保、经发等相关部门成立专班，
挨家挨户调查核实， 根据实际
情况督促企业提出 3 套解决方
案， 由村民自主选择适宜的方
案， 处理方式和结果受到群众好
评，使问题得到快速、有效解决。

据悉， 蕉溪镇严格落实党
政领导接访制度，按照“一次办
结 、群众满意 ”的要求 ，对信访
人反映的问题逐条调查、 逐条
处理、逐条反馈，统筹整合党政
领导、 综治中心和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镇村干部、微网格长四
级联动，基层司法所、公安派出
所、 法律服务点等力量协同参
与， 改变以往以部门为中心的
矛盾化解思维为 “以矛盾问题
为中心”的多元发力化解方式，
做到群众诉求级级有人抓 ，事
事有人管。

动真碰硬，消除积案不停歇
为 有 力 推 进 积 案 化 解 攻

坚，蕉溪镇实行“一案一策一专
班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采取
现场接访、带案下访、问效回访
等方式，做到调查、处理、反馈、
回访闭环管理。 对重复信访和
突出信访问题， 镇主要领导交

办督办， 相关站所重新听取信
访人诉求、重新查清案情、重新
研究处理意见， 高质高效推进
积案化解工作。

“你们这么多次前来帮我
解决问题， 对你们的工作我是
满意的，感谢你们。 ”张某在调
解结束后动情地说。 原来，2020
年组上组织修建砂石机耕道
时， 中途需要占用村民少量承
包田，因农田构造原因，组上除
张某外均表示同意无偿征用 。
事后张某多次要求村上解决赔
偿事宜，因双方分歧较大，问题
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今年以来， 蕉溪镇包案领
导、相关站所联调联动，深入开

展调查核实， 重新对占用面积
进行测量，掌握准确实际面积，
结合文件政策、农业发展、种植
规模等实际， 多次组织双方调
解。 同时不断修缮周围水利设
施，完善基础建设，保证了农田
正常生产。 在法、理、情三方的
攻关下， 张某签订了息访息诉
协议书。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
工作，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社
会和谐稳定。 下一步，蕉溪镇将
紧盯新形势下信访工作面临的
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继续深
入风险隐患排查， 进行源头预
防、开展信访化解，不断提升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 （通讯员 黎铁梅）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这回
有钱领了。 ”近日，在回龙山瑶
族乡回龙村，2 组和 5 组两个村
民小组的村民一边签字 ， 一边
对法院干警连声感谢。

2019 年， 资兴县林业部门
开展优化公益林重新落界工
作， 回龙村 2 组和 5 组两个村
民小组对测算的公益林面积有
异议， 经政府和村上多次组织
调解均未达成一致意见， 导致
两年多的公益林补贴未发放 ，

村民对此颇有怨言。 村支书将
情况反映给 “心连心 、面对面 ”
干部下访解难题为民服务办实
事活动联点包村的法院干警。

为妥善处理两组之间的矛
盾， 确保公益林补贴能够尽快
发放到位。 11 月 15 日，资兴法
院法官和干警一同来到回龙
村，与两个组的村民一起座谈，
现场了解村民的需求， 倾听他
们的意见， 提供专业的法律指
导意见。 经过一个上午的协调，
最终两个组的村民达成一致意

见， 对林业部门测算的面积予
以认定， 并妥善处理好两个组
共有面积的分配。 待组上和村
里将表格造好之后， 政府将直
接把公益林补贴汇入村民的个
人账户，村民对此十分满意。

据悉，今年以来 ，资兴法院
深入开展 “心连心 ，面对面 ”干
部下访解难题为民服务办实事
活动， 干警主动深入联系的村
（社区）、企业，帮助解决存在的
问题 100 余个， 化解矛盾纠纷
30 起，得到老百姓一致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 许江南）
“什么是电信诈骗，邪教与宗教
有什么区别， 当您遇到陌生人
发来的不明链接或二维码时 ，
您会点开或扫码看吗？ ”日前，
一场由益阳市大通湖区人民检
察院组织的关于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 反邪教普法活动的屋场
会在金盆镇增福村召开。

屋场会上 ， 检察官通过发
放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反邪教
宣传手册、 竖立宣传展板等方
式， 结合典型的电信网络犯罪
与涉邪教案件， 以案释法向村
民们普及电信诈骗的惯用手
段、作案方式，邪教的本质与危
害性以及识别、 防范电信诈骗
技巧，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辨别
邪教的方法。

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曹金
辉提醒村民不要轻易将个人银
行卡、 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泄露
给他人 ，不要出售 、出借 、出租
个人微信、 支付宝等给他人使
用。 提高防骗意识 ，做到不轻
易点击陌生链接 、 不相信陌
生电话和短信 ， 防止上当受

骗 。
此次屋场会， 共发放了反

电诈宣传手册 100 余册 。 不仅
让村民深刻认识到了电信诈骗
的危害性， 强化了村民的防范
意识， 还使广大村民们认清了
邪教的本质，让远离邪教、拒绝
邪教的理念深入人心。

多元化解信访难题 夯实平安建设基石

资兴法院
主动深入乡村化解纠纷获群众点赞

防电诈反邪教普法活动进农家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丽)近

年来，常德市工伤保险服务中
心把廉政教育作为加强清廉
建设的重要抓手 ，对党员干部
开展多元化 、 常态化廉政教
育，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
思想防线 ， 助力清廉工保建
设。

据悉，该中心把政治理论、
法律法规和党章党规党纪作
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必学
内容 ，纳入 “三会一课 ”，通过
开展应知应会知识闭卷测试 ，
确保党纪法规知识入脑入心 ，
学以致用 。 同时强化日常管
理，常态化开展纪律作风督查
检查。 组织党员干部进企业开

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 ，不
断提升服务效能 ；进社区开展
卫生健康、交通安全宣传、困难
群众帮扶活动 ，用心用情为群
众办实事 ，用实际行动诠释初
心和使命。

此外， 该中心还找准廉洁
文化与传统文化 、家风文化的
切入点，打造了廉政文化墙，开
展 了 青 年 讲 清 廉 故 事 、 “廉
情寄语 、 家风格言 ” 作品征
集等活动 。 通过设置廉政宣
传牌 、讲故事 、写家书 ，让清
廉思想 、 清廉纪律 、 清廉文
化深入人心 ， 营造清朗向上
的社会风气和崇清尚廉的文
化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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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萌

小时候
春天是一朵不知名的小花

我还懵懂
她已盛放
长大后

春天是万物复苏时芽尖泛起的新绿
寒冷在外头
生机在里头

后来呀
春天是晦暗不明中你向我伸出的手

阴霾褪尽
云淡风轻
而现在

春天是平淡细碎日子里泛起的光
前路很长
阳光很亮

（作者系沅江市政通学校学生 指导老师：易桂云）

■文苑

●湖南尚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 4304089003204），声明作废。
●曹志遗失残疾证，证号 430121197
21218121053，声明作废。
●长沙引擎工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于 2022 年 7 月 1 日遗失法人章（周
建业）声明作废
●Hasnain� Ali� salman� ALmashhadani
遗失护照一本， 证号 A11077957，声
明作废

●湖南东贸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4310240005711，声明作废
●陈连桥遗失湘乡市人民法院开具
的诉讼费发票一份，代码：0531305，
票号 3787156475，金额为 2268.5 元，
特此声明。
●攸县旺源矿产品经营部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攸县博胜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长沙引擎工场健康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法人章（周建业）声明作废
●颜剑（颜建）遗失湖南师范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人高等教育
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毕业证
证号：10542520020500176，学位证书
编号：TC200212185，声明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云芳粉馆遗失小餐
饮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湘小餐饮 0104001190声明作废。
●湖南牛力锁业有限公司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代码 68223175-1 声明
作废

●杨平遗失湖南南庭投资有限公司
开具的收据， 收据号码:9012951，为
(南庭商务中心 1 栋 111 号商铺押
金)9052元（大写: 玖仟零伍拾貳元
整）押金条声明作废。
●王琪遗失保险公司商业险保单
号：2036603702012003757 商业险保
单单证：1602294032 商业险保卡：
2312012017 发票号：97730002951 交
强险保单号：1038880360201201387
交强险保单单证：2607361599 交强
险内置标志：0666878905 发票号：
9250002962，声明作废。

●长沙县诚名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湘 AD4715 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121009538声明作废
●湖南流星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地方
税务局原税控发票发票联一张，发
票号码：11876275，声明作废。
●长沙畅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代码 51093485-2 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足行奇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遗失合同：国内合同 CZ0118255、
CZ0117873声明作废

●湖南德实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原法
人杨博个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云阳食品店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3年
10月 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43040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果园镇心情好食杂经营部遗
失长沙县工商局于2010年2月17日核
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0121605212848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长沙湘行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拟将
拥有的对长沙添易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长沙人和通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智力兴联公司） 的债权及从
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湖南正道征程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请相关债务人、 担保人积极筹措资
金向湖南正道征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

2022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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