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元旦

新年刚过，春节的脚步悄然临近。1 月 4
日，在区林业局的帮助下，磨溪镇喜华村

开展了“感党恩·跟党走”迎新春扶贫联

欢活动，辞旧迎新，庆祝 2018 年脱贫攻坚

工作成效显著，继续昂首阔步奔小康。

晴空万里，阳光和煦，一场精彩的文

艺演出活动在磨溪镇喜华村村级阵地上

演最是应景。村民们在享受文化盛宴的

同时更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文化惠民”

政策的温暖。与以往的文艺演出活动不

同的是，磨溪镇学校的学生们也献上了精

美的节目。孩子们的纯真笑脸更增添了

喜华村的活力。

磨溪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曾光明告诉

记者，该校精心准备了两个节目，希望通

过文化的激励作用，鼓舞村民们脱贫攻坚

奔小康。

据了解，喜华村于 2017 年实现脱贫摘

帽，近年来大力实施农村组道路、水利、

幸福美丽新村、富民强村等行动，做到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贫困人口由原来的

23%下降为现在的 0.21%，贫困户收入水

平也稳步提高。活动中表彰了一批在脱

贫攻坚中表现突出的脱贫示范者和致富

带头人，他们佩戴在胸前的大红花熠熠生

辉。

“我深深感受到了党的恩情，也体会

到了脱贫致富需要勤劳的双手从自身出

发，思想转变，下一步，我将更加努力，争

取早日奔上小康道路。”活动现场，磨溪

镇喜华村光荣脱贫户郑春洪信心满满地

说。

这是一场“党建引领、社企帮扶、干群

齐心、百姓致富”的盛事，美好的时刻当

然少不了美味佳肴。活动当天，400 余名

村民在该村扶贫安置点享受了坝坝宴。

欢声笑语中，体现的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展现的是他们对党和政府的

信任和拥护。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进

一步优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净化和改善

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

事故发生，安居区采取多项措施在辖区内

集中开展治理货运车辆“双超”行动，积极

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创造畅通的道

路交通环境。

“要采取定点与流动查处相结合的模

式，不断加大重点路口、路段的查处，加强

对货车超载超限的整治力度，做到发现一

起处罚教育一起，营造严管重罚的整治态

势，减少辖区超限超载交通违法行为的发

生。”日前，区交警大队召开专题会议对开

展货运车辆“双超”违法行为进行了安排

部署。

“师傅，请靠边停车，接受例行检查。”

区交警大队组织民警在辖区 318 国道、梧

桐路、安居遂内高速出口段加强整治查

处，在辖区内货运车辆必经的路线上设置

临时检查卡点，重点对货车等违禁车辆为

整治重点，严厉货车违反禁令、三超一疲

劳、涉牌涉证等突出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

现一起、纠正一起、处理一起、教育一起，始

终保持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

在治理货运车辆超载超限行动中，大队

民辅警严格按照要求，对违法货运车辆该抄

告的一律抄告、该扣留并吊销驾驶员一律扣

留并吊销、该扣留并强制销毁车辆一律扣留

销毁，绝不允许存在关系车、人情车。

据了解，区交警大队还通过组织警力

深入辖区物流运输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排查运输车辆是否存在超高、超长、超

宽、超限等问题，检查货车装载的硬件条

件和驾驶人资质等情况，对检查出的问题

责令企业负责人督促限期整改。

“同时，大队还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城

区道路、国省道、县乡道路，加强对安全防

护设施缺失、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连续长

下坡、易滑坡路段等易存在安全隐患路段

进行排查并督促整改，确保货车运输安

全。”区交警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悉，自 2018 年 12 月以来，区交警大

队在开展货运车辆“双超治理”工作中，共

出动警力 280 余名、警车 60 余辆次，现场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60 余起，其中酒

后驾驶 3 起 ,未按规定投保 7 起，准驾不符

2 起，伪造、变造 1 起，共暂扣货车 17 辆，

达到了较好整治效果。

安居开展货运车辆“双超”整治工作

磨溪镇喜华村开展“感党恩·跟党走”迎新春扶贫联欢活动

不忘初心颂党恩砥砺前行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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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1 月

3 日，安居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

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

的刑事案件，并按照法律规定采用七人制

合议庭审理此案。这也是 2018 年 4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

实施后，安居区法院首次采用七人制合议

庭审理的案件。

据了解，2016 年底至 2018 年 1 月，被

告人叶某先后从福建、广州等地购买、存

储香烟。2018 年 1 月，公安机关在其仓库

中查获大量香烟，经鉴定，均是假烟，价

值 2501345 元。2017 年 10 月，被告人叶某

在明知自己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

况下，到南充市蓬安县烟草公司购买价值

人民币 321.94 万元的利群牌香烟用于倒

卖。

与往常不同，此次法庭审判席上的合

议庭共有 7 人，包括 3 名法官和 4 名人民

陪审员。七人制合议庭是《人民陪审员

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一项新制度，主要针

对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根

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

讼案件；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其

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在七人制合议

庭中，4 名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独立

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

开庭前，区人民法院组织合议庭成员

认真阅卷，反复分析案情。庭审中，合议

庭成员严格依法行使庭审职权，认真倾听

控辩双方意见，整个庭审过程井然有序。

因案情重大，根据合议庭合议，该案将择

期宣判。

合议庭实行七人制，将人民陪审员增

至 4 人，使合议庭人员数量配比相对平衡，

进一步增强人民陪审员的心理优势和“存

在感”，使其参审积极性得到提高，有效提

升了司法公信力，彰显了司法民主性。

区人民检察院

下足“绣花”功夫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扎实做好联系贫困村

帮扶工作，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效，区人民检察院围绕打

赢脱贫攻坚战，下足“绣花”功夫，助力脱贫攻坚。

据了解，区人民检察院通过选派 3 名检察干警担任第

一书记。2018 年，区人民检察院为共 52 户贫困户免费发

放鸡苗 600 余只，常态化开展以购代扶活动，累计以略高

于市场价共购买贫困户农产品 6000 余元。与区扶贫移民

局会签《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金融入脱贫攻坚工作实施

办法》，推进精准扶贫与司法救助深度融合，向 5 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 6 万元，切实解决因案致

贫、返贫等问题。

下一步，区人民检察院将进一步整合“五个一”帮扶力

量，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围绕村道路路网、阵地设施、安

置点美化等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加大帮扶工作力度，为脱

贫工作提供坚实的支持力量。

区司法局

开展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教育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加强对社区矫正服刑

人员的实时管控，掌握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及时动态，杜

绝或减少脱管、漏管及重新犯罪现象的发生，增强服刑人

员的法律意识、在刑意识，日前，区司法局凤凰、聚贤司法

所加大辖区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监管力度，联合开展社区矫

正服刑人员集中点验训诫、教育警示及劳动改造活动。

点验现场，凤凰司法所工作人员重点讲授了刑法、社

区矫正法等相关法律知识，要求大家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服从司法所管理，按时报到登记，积极参加集中学习和公

益劳动。同时，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在刑人员，警

示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告诫社区服刑人员

要珍惜监外服刑机会，遵纪守法、潜心改造，莫因一时冲动

再次犯罪、再次走上不归路，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

育和震慑遏制作用。

点验活动后，司法所工作人员带领服刑人员来到凤凰社

区，组织参加社区公益劳动。通过公益劳动改造，充分发挥

社区公益劳动帮扶、教育和塑造功能，培养服刑人员的劳动

观念，强化他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不

断改造、充实、完善自我，服务社会，树立弃恶从善、重新做人

的信心和决心。

安居区税务局
大力宣传新个人所得税法

2019 年 1 月 1 日新个人所得税法全面

实施。之前，安居税务局抽派业务骨干

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点对点、面对

面、线连线、手把收、心连心”辅导，讲解

个税新政策、派发宣传资料、演示个人所

得税 APP 操作，辅导扣除项目信息采集

和 个 税 申 报 ，切 实 把 个 人 所 得 税“ 大 红

包”送到千家万户。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区柔刚街道办事处

三合碑社区送锦旗感谢帮扶部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日前，区柔刚街道办

事处三合碑社区干部及居民代表前往他们的帮扶部门

——市审计局，给该局赠送了印有“心系百姓 为民办实

事”字样的锦旗，借此感谢市审计局近年来对三合碑社区

的尽心帮扶。

据了解，市审计局于 2017 年受市委组织安排，对口帮

扶柔刚街道三合碑社区。两年来，市审计局通过选派一名

党组成员任三合碑社区第一书记，与三合碑社区紧密联

系，开展帮扶工作。

三合碑社区受地理位置影响，存在人畜饮用水困难的

问题，每年三四月份生活用水极度紧张，并且该社区二三

组坡陡路窄，存在安全隐患。了解情况后，市审计局积极

采取措施，整改道路，降低坡度，并筹措资金为社区修筑了

水井和堰塘，惠及社区内 90 户 300 名居民。

区凤凰街道办事处黄林社区

打造精品社区和谐社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近年来，凤凰街道黄

林社区致力打造“党的建设、社区建设、和谐建设”三位一

体的省级精品社区，随着服务阵地的不断完善和服务质量

的不断提升，如今“精品社区”的定位越来越具体。

走进黄林社区服务中心，宽敞整洁的社区办公点映入

眼帘。据了解，在各部门的支持下，黄林社区建成了集办

公与服务活动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面积约 1400 平方

米，告别了曾经狭小简陋的陈旧服务中心，如今宽敞明亮

的空间，人多也不拥挤，更加方便群众来往办理事情。

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大厅一侧，一套崭新的设备吸引了

记者注意。黄林社区文书曾祥桃给记者介绍，这套设备正

是综合信息平台，是社区正在推广的智慧化的便民服务平

台。通过这套设备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力成本，给办事

群众更便捷的服务，跑最少的路。

在打造“精品社区”的过程中，黄林社区不仅注重硬件

设施的完善也注重软件的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就是一方面。新年将近，作为拆迁安置户的黄林社区居民

李先玉告诉记者，黄林社区干部及工组人员的拆迁安置工

作让人暖心，她家在 2018 年 10 月份顺利分到了房子，如今

正在装修她很快将入住新房子。

区人民法院首次采用七人制合议庭开庭审理刑事案件

区交警大队召开道路交通
安全“冬攻”专项行动部署会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余坤洋） 近

日，区交警大队组织召开道路交通安

全“冬攻”专项行动部署会。

会议强调，全体民、辅警要充分认

识到开展重点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克服麻痹思想和松

懈情绪，继续发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

寒的作战精神，全力以赴确保辖区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有序。要紧盯“两客一

危一货”等重点车辆及驾驶人，组织人

员开展重点路段、运输企业、车辆和驾

驶人源头安全隐患多重排查整治，持续

推进提升车辆检验率、报废率、违法处

理率和驾驶证审验率、换证率，进一步

筑牢安全防线。在行动过程中，要坚持

文明执法、规范执法，防止引起负面舆

论，加强执法安全防护工作，坚决防止

涉及民、辅警伤亡事故发生。要积极引

导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切实

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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