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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夯基惠民”
工程，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年来，荔城区人
民法院黄石人民法庭持续创新思路、优化
举措，进一步服务企业发展，营造更优法
治化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

■“五优先”优化营商环境

针对涉企案件，黄石人民法庭实行“五
个优先”原则，即优先立案、优先协调保全、
优先调解、优先审理、优先裁判。同时，法庭
深化“电子送达+线上调解+网上庭审”审理
模式，常态化推行涉企纠纷案件线上审理，
实现涉企纠纷“云化解”。

黄石人民法庭通过网上立案和创新要
素式审判方式，进一步提高立案效率，降低
当事人诉讼成本，切实提升解纷质效，保障
企业合法权益。

■“一对一”提升调解效能

一年来，黄石人民法庭党支部以法院企

业党建共建平台为纽带，积极与企业党组织
结对共建，围绕企业发展难点热点，共同找
对策、想办法，通过实行干警“一对一”精准
对接企业，切实有效提升调解工作效能，以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健康发展贡献法
院力量。

■“精准化”促进风险防范

针对企业易发多发的借款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黄石人民法庭充分发挥法庭示
范指引作用，以正确裁判引导企业合理维
权，达到“办结一案、化解类案、教育一
片”的叠加效果。

同时，法庭干警积极走进企业，专业法

官为企业“把脉问诊”“开出药方”，并通过法
治讲座、分发普法宣传手册、解答法律咨询
等，主动对接企业司法需求，切实提高企业
风险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一年来，共开展
法治宣讲 4场，实地走访、调研辖区内企业
30余家，分发企业法律风险提示宣传册等普
法宣传资料600余份。

下一步，荔城区人民法院黄石人民法庭
将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提升司法服务效能，充
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创新涉企审判机
制，用更优更细更便捷的举措为企业发展助
力，为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供更优质的司法
服务。
全媒体记者 林晓玲 通讯员 卓雅彬

本报讯 “今天听了你的讲解，以后我睡觉前一定
会把炉火熄灭，防止发生火灾！”近日，到集上逛街的一
位老人在荔城区黄石镇东井街听了该镇安全志愿者讲
解冬季取暖安全知识后，高兴地说道。

为了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石镇综治办最近开展平安建设
系列宣传咨询活动。

活动中，该镇在重点区域设立咨询服务点，通过宣
传展板、悬挂条幅、现场发放宣传单、提供咨询等形式，
围绕平安建设、安全生产、道路交通、防诈骗等法律法
规和洪涝、火灾自救互助方法等知识，志愿者向群众讲
解了陈规陋俗的特点、危害，揭露了陋俗害人的本质；
宣传了扫黑除恶工作的措施和成效，提高了群众对扫
黑除恶工作的认同感；揭露了电信网络诈骗常见的手
段和话术，增强了群众的防范意识；解答有关平安建设
政策等问题，并把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融入到
知识问答当中。 （翁国城 郑立新）

加大宣传力度
推进平安建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晓玲 通
讯员 卓丽清）冬季干燥寒冷，各种电器
设备长时间开启，用电用火用气量增多，
火灾风险增高。为纵深推进冬季火灾防控
工作，增强全社会抗御火灾能力，连日
来，莆田消防支队对重点场所、单位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助推冬季火灾防控工作持

续开展。
“冬季取暖要注意人离电关，电器不

要长时间待机使用……”支队运用“双随
机、一公开”消防监督管理系统，在每月
开展检查任务的基础上，设置重要节点时
期重点场所隐患治理专项检查任务，分批
次对辖区超市、KTV、宾馆饭店、电影院

等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体检”，重点对
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消防设施设备
运行是否正常、用火用电用气是否符合要
求、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
设施器材是否配置齐全且完整好用、是否
正常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疏散演练活
动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本报讯 近段时间，由涵江区
住建局牵头，联合发改、市场监管、
公安、民政等部门成立的工作专班，
深入辖区开展物业服务市场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专项整治行动，对群众
反映的物业小区公共收益及分配不
公开等突出问题进行督查检查。

为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公共收
益管理秩序、维护业主合法权益，该
区深入推进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点
题整治”工作。按照标本兼治、选准
切口，集中攻坚、联合发力的工作思
路，该区研究制订实施方案、涵江区
公共收益管理机制，组织专班人员
下沉一线，以听取汇报、现场查看公
示栏、档案资料、查阅台账等方式，
了解各物业小区公共收益情况。

为拓展信息来源，畅通举报渠
道，保障专项整治行动精准发力，该
区住建部门利用莆田市城市管理智
慧莆田物业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监管
平台，对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进行线
上监督，并通过微信、宣传海报、宣
传单等渠道公布物业监管电话、举

报电子邮箱等，引导群众参与“随手拍”举报，
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

通过“点题整治”，物业管理企业进一步
转变理念、提高认识，推进物业服务管理法治
化、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切实提升对居民
小区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力维护广大
业主的合法权益，为群众创造更加宜居生活
环境。 （朱秀花 何婷）

本报讯 为确保鞋服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日前，北
岸应急管理局对辖区内鞋服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东埔艾好鞋面加工厂、东埔大
华鞋面加工厂、忠门华源服装加工厂、忠门易兴鞋面加
工厂、忠门易华鞋面加工厂、山亭辉腾鞋材加工厂、山
亭顺祥鞋面加工厂等辖区企业，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对
企业各个生产环节详细查看，重点对应急通道、灭火器
等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点位及设备进行检查。

经现场检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部分应急通道堆
放杂物、灭火器缺少检查记录卡、安全出口指示灯故障
等问题。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能现场整改的要求立
即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要求限期整改，确保全部整改
完毕。 （黄汉业 黄兰珍）

深入企业检查
消除各种隐患

本报讯 日前，城厢区
灵川镇联合东进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开展
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检查
工作。

检查中，该镇有关领导详
细了解省文物保护单位东汾
五帝祖庙的消防安全巡查制
度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情况，全面检查消防安全标准
化管理、消防器材配备和维护
等，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逐一提出整改措施和期
限。同时，叮嘱该单位有关负
责人强化消防安全管理，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认真组织

开展防火巡查及消防演练，切
实做好火灾防控工作，提升文
物保护能力。

随后，志愿者们以近年
发生的文物古迹火灾事故为
典型，向该单位工作人员介
绍了火灾的起因以及造成的
损失，并就火灾发生后如何
指引人群逃生、如何扑救初
期火灾等消防知识进行详细
讲解，使工作人员提高了对
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认识。

图为东进村分管干部在
东汾五帝祖庙检查消防安全
有关情况。
（陈丽君 詹海伟 文/图）

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荔城区人民法院黄石人民法庭多举措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抓好冬季火灾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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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文物保护消防责任

本报讯 城厢区常太镇通过签约和重新发放律师
顾问联系牌，建立起律师与该镇28个村（居）群众间的
法律服务纽带，即群众可以微信、电话等方式，咨询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为更充分发挥律师服务社会职能作用，提高基层
群众法律意识，常太司法所将组织福建绩学律师事务
所法律服务团队与村（居）间进行联动，不定期进村入
户开展民法典等普法宣传，举办邻里、婚姻家庭、土地
纠纷等相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为群众提供量身定做的
法律服务套餐。 （黄兰红）

律师答疑解惑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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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真情
enjianzhenqingR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蔡蕊

文/图）日前，厦门老年大学常务副校
长李龙波率队来莆，参观考察莆田市
老年文体教育中心建设情况，并进行
座谈交流（如图）。

当天，考察组认真察看市老年文
体教育中心室内外装修、资产配置、
校园文化、景观绿化、智慧校园设计
等方面建设，对校史展示厅、户外舞
台和莆仙戏、女红班、烹饪班、书画
班、录播等教室拍照、记录，点对点进
行交流探讨。

市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黄玉英
向考察组一行详细介绍莆田特色、校
园文化、班级设立、教室布置、楼层规
划等。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向来

宾介绍市老年文体教育中心的规划
理念、设计方向以及建设过程中的经
验做法。

厦门老年大学副校长余江河在
座谈会上说，莆田市老年文体教育中

心突出莆田元素，合理运用当地特色
和背景，独具莆田地域特色。建筑设
计既与周边建筑物及景观和谐统一，
又凸显老年大学建筑艺术。学校建
设布局特色突出，功能性分布及风格

清晰，不同楼层、教室分工明确，值得
学习借鉴。

据悉，市老年文体教育中心建设
项目位于荔城区玉湖片区，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88万平方
米，去年5月实现整体竣工验收，是市
委市政府为广大老同志办实事好事
的民生工程。项目正式投用后，将为
我市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学习、
交流及活动平台，进一步实现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多层次丰富
城市内涵，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打造
全市老年人的第二家园。

该中心文化设计以莆田地域文
化为灵感，重点突出“书、画、影、诗、
绣、刻、雕”等特色内容，将文化建设
与周边建筑环境融合，充分体现莆仙
特有民俗地域文化，打造有莆田特色
的老年文化场景，建设成为美丽莆田
的新亮点和文化莆田的打卡点。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凌
霆 文/图）1月 5日，莆田市慈爱
协会关爱部协同湖南金叶油业公
司莆田金叶之家，走进莆田慈舫
养老院和尊德安老院，开展爱心

捐赠慰问活动。
活动中，为老人送去了价值

3万多元的优质茶籽油和金胚芽
植物奶（如图）。志愿者提醒老
人疫情防控不能放松、不可大

意，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注
意身体健康。

莆田市慈爱协会会长郑金
灿表示，做好疫情防控，对老年
人的健康守护尤为重要，用爱
心企业的点滴爱心，祝福长者
喜乐平安，健康长寿。同时，希
望一线养老服务工作者继续暖
心坚守，用爱心、恒心、敬老之
心，为老人营造更加幸福的生
活环境。

本报讯 “健康包里面有连花清瘟
胶囊、布洛芬等，可咨询防疫爱心卡上
的医生电话，不能随意服用……”连日
来，市委老干部局“一对一”结对服务工
作人员通过一通通电话，详细讲解“防
疫健康包”的使用和注意事项。“感谢市
委市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关爱，及时为我
们送来健康包，让我们倍感温暖。”不少
老干部动情地表示。

为做实做细疫情期间老干部服务
保障工作，自上月中旬起，市委老干部
局全面启动“关爱·守护”行动，为老干
部开通看病就医、疫苗接种、用药咨询
三条绿色通道；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
群等平台，做好宣传工作，引导老同志
们理性看待防疫措施优化调整和疫情

形势变化，自觉维护防控大局、加强自
身防护、宣传科学抗疫、积极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此外，该局还建立“一对一”联系服
务网格，详细记录离退休干部身体健康
状况、困难和需求，用心解决他们面临
的买药、看病、生活物资配送等困难，用
一份份“关爱记录”搭起爱心桥梁。

市委老干部局局长郭笑蓉表示，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疫情期间离退休干
部的关心关爱工作，十分关注老干部的
身体健康情况。下一步，市委老干部局
将尽最大努力解决疫情期间老同志“急
难愁盼”问题，全力守护老同志平安健
康，真正把关心关爱做到点子上，做到
心坎上。 （郑毅）

本报讯 “有谁
还没有休息的，家里
有退烧药吗？家里老

人发烧了，急需药品”。近日，凌晨 12时许，
拱辰街道南郊社区天通泰小区的单元楼微信
群收到一条求助信息。“您别着急，咱小区的

‘共享药箱’有退烧药，我这就给您送过
去。”单元长谢剑珊在微信群里及时回复，并
从药箱拿药后直奔户主家。

随着国家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群
众对退烧药、感冒药、抗原检测试剂等防疫
物资需求增长。为缓解部分种类药品紧缺问
题，及时化解群众对药品的“急难愁盼”，南
郊社区设立“共享药箱”，发动群众通过捐献
或者交换的方式，将多余的药品、抗原检测
试剂等防疫物资捐献至“共享药箱”，或通过
其他平台分享给身边有需求的邻居，获得社
区居民纷纷点赞。

不久前，南郊社区在居民群中发出
《“共享药箱 邻里互助”倡议书》，发动全
体干部、网格员及社区爱心群众捐出家中多
余防疫药品，党员干部、普通群众积极响
应，自行筹集了部分防疫药品，供有需求的
住户领取。截至目前，南郊社区共收到999感
冒灵、鲜竹沥、抗原检测试剂、退烧药、医
用酒精消毒液等多种防疫物资，供有需要的
社区居民无偿取用。同时，为解决居民取药
用量不清、用法不明等问题，设置“共享药
箱”爱心联系人，方便居民按需取药，并在
药品缺失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联系补给，满足
疫情防控用药需求。

南郊社区将持续将低保家庭、重度残疾
人、“三留守”人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
体”，纳入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范围，提供送医
送药上门、代买代办等暖心服务，多举措助
力实现老有所依、弱有所扶、困有所助。

（黄蕊 陈璐佳）

实地参观共学习 交流借鉴促发展
厦门老年大学来莆考察交流老年教育工作

走进养老院 情暖千万家 为离退休干部发放“防疫健康包”

共享药箱“邻”距离
守望相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