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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征 通讯员 吴
琳 段晨晨）昨日上午，市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召开电视电话会，部署
十三届市委第一轮巡察工作。
根据安排， 市委将派出 5 个
巡察组，采取“一托二”方式，对市
发改委、 市经信委、 市国土规划
局、市城管委、市外办、市民防办、
市体育局、市档案局、市供销合作
总社、武汉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等 10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巡察。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曙强
调，要深刻认识巡察的政治意义、
政治巡察的战略定位、 巡察传导
压力的政治责任。巡察中要以“四
个意识”为标杆，突出作风建设，
紧抓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要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问题多发
点和廉政风险点， 着力发现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责任不到位等问
题。 要透过面上问题、 不正常问
题， 深入查找背后的作风问题和
腐败问题，对以权谋私、“四风”隐
形变异、基层“微腐败”紧盯不放。
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
汉军指出，要把巡察作为推进领导
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考察干部政
治能力的重要途径和从严管理监
督干部的重要举措， 深入发现、准
确把握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
健全成果运用机制，为全面从严治
党夯实干部工作基础。被巡察单位
主要领导要正确对待巡察工作和
巡察反馈的问题， 做到认账认错、
举一反三、及时整改。

武汉中荷文化交流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胡雪璇）昨
日，武汉中荷文化交流日暨姚
洁国际羽毛球俱乐部成立在
武昌区复地东湖国际运动馆
举行。
武汉与荷兰的商贸文化
交流由来已久。 荷兰贸促会
武汉代表处于 1997 年成立，
武汉与荷兰阿纳姆市是友好
城市。 武汉籍羽毛球运动员
姚洁现担任中荷文化体育交

流大使， 她退役后一直致力
于推动中荷两国文体交流，
促进荷兰城市、企业、民众与
武汉的沟通与了解。 姚洁国
际羽毛球俱乐部将致力于培
养青少年羽毛球兴趣、特长，
每年将举办冬令营和夏令
营， 促进中荷两国羽毛球运
动交流。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李述永出席活动并致辞。

市直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蒋太旭）近
日，2017 年市直机关党的工
作会议在武汉会议中心召开。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直
机关工委书记蔡杰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总结了去年市直机
关党的工作，部署了今年争创
“十大效能示范岗”、争当“十
大勤政廉政标兵”、开展“支部
主题党日”“书香机关建设”活
动等机关党建各项工作。
蔡杰要求机关党建工作

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 突出
抓好机关党建热点、难点、重
点、弱点、亮点工作，大力整
治“新衙门作风”，着重提升
机关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
平， 着力增强机关党组织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着力
锻造机关党员干部优良品
质， 着力扛起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 全面加强机关党
组织建设， 努力为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提
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全市统一战线举行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报告会
本 报 讯 （记 者 蒋 太 旭
通讯员 费 本 君）全市统一战
线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报告会昨日在市民主党派
大楼举行。
报告会上， 全国人大代
表、 武汉知联会副会长蔡学
恩，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市民盟主委胡树
华，全国人大代表、市台盟副
主委、省台联副会长、市台联
副会长张晓东先后结合参加
全国两会的切身感受和体会，
解读了全国两会精神。

会议要求全市统战系统
认真学习领会、深刻把握全国
两会精神实质；以两会精神激
发动力，聚焦赶超发展扎实做
好当前各项工作；以两会精神
锤炼作风，开创统战工作新局
面，为我市统一战线事业创新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部分在汉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市委统战部、市直
统战系统各单位领导班子成
员和机关干部，市各民主党派
专职副主委、秘书长和机关干
部参加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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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民警进社区
开栏语
3 月 11 日“万名警察进社区”启动，这是我市公安机关作风的一次“大检阅”。 万余名公安干警对口全市 1287 个社区和 1883 个村湾，宣传、服务、帮带
群众，在打击违法犯罪、完善群防群治、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工作。
即日起，长江日报在报纸、微信、微博、客户端同步推出“我跟民警进社区”专栏，关注全市万名警察怎样走进社区、走到群众中间，如何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力图以最真实、生动的新闻呈现万名警察在群众面前的新作风、新作为。

记者跟随民警探访武铁佳苑小区难题

门禁何时不再“岔”进“岔”出
记者刘智宇

链接 >>>

武铁佳苑小区位于团结大道杨园南
路，30 栋高层住宅紧临而立， 居民 5362
户，实有人口 1.8 万余人，租户占六成以
上，社区民警方学胜是这里的“大管家”。
为管好社区， 方学胜创建了 32 个微信
群，成员包括 2000 余名社区居民，实时
掌握居民投诉和建议。
“万名警察进社区”应为社区解决哪
些问题？昨日，长江日报记者跟随方学胜
走访小区，微信群中不时弹出信息，方学
胜按“信”索骥，带着记者一个个体验社
区难题：大门门禁成摆设，何时结束“岔”
着进？ 楼上漏水影响楼下， 纠纷如何化
解？ 垃圾堵塞消防通道，到底怎么清理？

这 8 位民警
对接武铁佳苑社区
据悉， 对接武铁佳苑社区的民警
共 8 名，目前均已完成对接工作，初步
掌握了该社区的相应问题， 正在研究
解决。
“万名警察进社区”
对接武铁佳苑社区民警名单

5 个门禁都成了摆设
昨日 9 时许，长江日报记者跟随方学
胜，来到武铁佳苑东区大门口。记者看到，
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道已经锈蚀的铁门。
从外观上看， 这两道铁门应是小区门禁。
记者注意到， 铁门均被绳索捆绑在栏杆
上，门洞敞开，行人可以随意出入。
方学胜向长江日报记者展示微信群
里居民对“门禁成摆设”的投诉说：“这是
社区的老大难问题！ ”
“门禁坏了三四年了，一直都是‘岔’
进‘岔’出的状态。”小区居民黄秋霞告诉
长江日报记者，小区东区有 2 个门禁，西
区有 3 个门禁，年久失修，成了摆设，“陌
生人随意进出， 我们居民心里总觉得没
安全感”。
对此，方学胜也深有感触。“小区盗
窃警情时有发生， 和门禁缺失也有很大
关系。”他说，通过频繁夜巡、在微信群发
布警情提醒等方式， 仍无法杜绝盗窃案
件发生。 他介绍，本月 8 日凌晨，小区 27
栋遭遇攀高盗窃，11 楼、14 楼、20 楼、28
楼连续被盗， 所幸住户按照警情提示收
好了贵重物品，在家中未存放大量现金，
4 户仅失窃数百元。
方学胜说， 门禁失效让不法分子能
轻松潜入小区， 也给民警侦破案件增添
了不少困难，“最重要的是， 居民们的安
全感降低了，心里总是惴惴不安”。

漏水问题 5 个月没解决
方学胜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小区出

方学胜查看武铁佳苑住户家中漏水情况

租房多，业主装修不注意，住户对房屋也
不爱惜， 楼上漏水导致邻里纠纷的案例
很多。
“去年 10 月份，楼上漏水把我家给
淹了，到现在还没解决。 ”方学胜带记者
找到小区 26 栋住户叶女士，她一个劲地
诉苦。
叶女士说，去年 10 月底她和丈夫突
然发现自己的厨房、 卫生间顶部不断往
下淌水，墙面、地板没多久就被泡坏了。
两人找到楼上住户反映，在社区、物业协
调帮助下，厨房漏水问题解决了，卫生间
漏水却一直持续，“卫生间管道埋得深，
他们不愿意做”。
眼见卫生间成了水帘洞， 叶女士的
丈夫情急之下关掉了楼上住户的水阀，
双方发生纠纷，关系进一步僵化。“敲门
不开，打电话也不接，我们两口子彻底没
办法了。”叶女士说，近 5 个月过去了，自
家卫生间顶部还在滴水。
方学胜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自己多
方调解，如今楼上住户已同意协商解决，
“但住户说物业也有责任，物业又说是开
发商的责任，还没协商出个结果”。

罗维舟 摄

“垃圾墙”阻塞安全通道屡禁不止
昨日， 在小区 30 栋 7 楼一住户门
外，长江日报记者看到，楼梯间安全通道
处堆满了各种杂物——
—塑料袋、旧衣服、
饮料瓶、 废旧座椅搭成了一堵 1 米多高
的“垃圾墙”，将安全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
屋里住着一对 70 多岁的老夫妻，家
境不算差，但是隔三差五就从外面捡回杂
物，堆在家门口。 ”方学胜看着
“
垃圾墙”，颇
为无奈。 他说，自己和物业人员每隔一段时
间就赶来劝住户清理杂物， 但收效甚微，
“
不管怎么劝，老两口就是舍不得丢”。
长江日报记者在小区内看到， 像这
样的“垃圾墙”还有不少，不少居民将废
旧衣物、家具随意堆在家门口，导致安全
通道、消防栓被杂物阻塞。
“万一发生火灾，安全通道、消防栓
被挡，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啊。 ”社区居民
李云兰是小区门栋长，她说，自己时常和
方警官、 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排查，“有些
住户置之不理， 有些住户看到民警上门
了，象征性地收一收，没过几天就又恢复
原样了”。

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夏建中
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副主任
李震
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主任科员
李超
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主任科员 熊良超
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主任科员 侯晓龙
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主任科员 杨冠球
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副主任科员 金鑫
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副主任科员 李洋

居民期待>>>

对接民警多来社区
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听说万名警察进社区消息，心里
特别期待！ ”武铁佳苑社区居民李明成
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最近看到对接民
警一批批来到社区， 居民们对社区的
未来有了新的期待。
他坦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社区许多问题的形成， 并非一天两
天， 可能也并非一天两天就能解决，
但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民 警 走 进 社 区 、走
到 社 区 居 民 身 边 ，实 实 在 在 地 为 居 民
们想办法 、谋 福 利 ，问 题 就 总 有 解 决
的一天。
李明成说：“希望对接民警多到社
区来，与我们共同建设社区，让社区更
和谐、更美好。 ”

（记者刘智宇）

从一片荒地到国内先进汽车零部件工厂

艾帕克公司：与武汉一起成长
本报讯 （记者 张 智 通讯员 刘 佳）昨
日，在武汉艾帕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焊装
车间， 长江日报记者看到，106 台全自动
机器人舞动机械臂，将一块块钢板焊接成
完整的车身，自动化程度行业领先，而在
12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 作为公司发
展见证者和掌舵人，武汉艾帕克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年 52 岁的日籍高管
水木尚树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很幸运来到
武汉，与武汉这座城市一起成长壮大。
武汉艾帕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日
本 G-TEKT 株式会社投资兴建的日资企

业，2005 年 3 月落户东西湖区金银潭，主
要为东风本田加工生产汽车钣金零部件。
2016 年，武汉艾帕克实现营业收入 6.5
亿元，纳税 2700 万元，连续多年成为东西湖
区制造业重点企业和纳税大户，服务的车企
从成立初的东风本田， 扩展至东风日产、广
汽三菱、上汽通用等国内知名车企。
得益于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
发展，武汉艾帕克不断加大投资力度。2006
年 4 月工程一期投产，4 年后二期工程投
产。 2011 年 6 月，模具工厂竣工投产。 水木
尚树透露， 武汉艾帕克正在着手规划三期

拓展国际视野

工程建设，同时瞄准新能源汽车方向发展。
让东西湖区将军路街道办事处经济服
务办主任韩英记忆深刻的是，2015 年，由于
地铁 8 号线施工需占用武汉艾帕克工厂部
分土地。 该公司得知后，连土地赔偿金都没
提及，即配合拆迁腾地。“
像武汉艾帕克这
样顾大局识大体的企业，很让我们感动！ ”
在武汉生活、工作了 8 年的水木尚树
说，作为一家全球经营汽车零部件的跨国
企业，该公司的经营理念是“让当地人为
我们的到来而高兴”， 追求与工厂所在城
市和谐共同发展。

武汉艾帕克总经理水木尚树

培养多元人才

武汉外校 22 载国际化办学搭建成才“立交桥”
本月 16 日至 19 日，武汉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武汉
外校）9 名学子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学生“模拟联合
国大会”。 活动中，同学们“代表”法国和也门两国，从当前
的欧洲边境困局、拉美经济危机、人权侵害、海洋法等问题
着手，参与主题交流、辩论、研究和磋商，推动“国际问题”
的解决。
“在外校，我们培养的不仅是英语专业的学霸，更是用
现代化、国际化教学理念，培养具有多元思维、国际视野的
人才。 ”武汉外校负责人介绍，自 1995 年走上国际化办学
道路至今，武汉外校为学子搭建起成才“立交桥”。

生，均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以此来增强学生适应多
种语言环境的能力。
“在这里，学生们的出路就像‘立交桥’。 20%的学生选
择被保送；一部分学生选择参加雅思和托福，走进国际名
校； 还有一部分选择参加高考， 屡屡斩获省市文理科状
元。 ”吕剑表示，“每个孩子都有选择权，因为只要完成高中
学科，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参加雅思、托福考试，且水平能够
达到雅思 7 分以上。 ”

外语渗透 每个孩子都有充分选择权

2000 年，武汉外校正式成立武外英中。 这是全省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设立在中学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武外英中的成立，成为武汉外校国际化道路的重要支
点。 在武外英中，不仅有着丰富的国际课程体系，还给学生
优质便捷的海外升学路径。
武外英中与一批国际高等教育机构与专业教考录组
织紧密合作，引入三大国际主流高中课程体系和一项国际
预科——
—
在中部六省首个引进总部位于瑞士的 IB 国际高中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全省首个引进美国大学理事会的 AP 美式高中（Ad-

走进武汉外校高中部课堂，每节课都以 5 分钟的外语
“值日时间”开始。 多语种教学渗透到历史、地理，甚至物
理、 化学的课堂。“这样做， 是帮孩子们设立国际理解思
维。 ”教师吕剑介绍。
高中部的学生，用的是国际通行、原汁原味的原版教
材，贯穿“听说领先”的教学理念，先用纯正外语“打通”学
生的耳朵，再帮孩子建立语言、思维、交流沟通能力。
高中生像大学生一样，每人都能选择类似英文电影赏
析这样的选修课。 而学习法语、德语、日语等小语种的学

以上学生进入对应国排名前 50 的学校。
2005 年，武汉外校又有了一个全新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
—“中澳 VCE 证书班”。 学子与世界名校之间的桥梁
越来越多，也为武汉培养更多的国际英才。

拓展实践 培养创新多元国际人才

合作办学 引进丰富国际课程体系

武汉外校学生参加
“
模拟联合国”大会
vanced Placement）；
全省首个引进剑桥大学国际考试院的剑桥国际高中
A Level；
全省首个引进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的国际预科 IFY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这也意味着，武外英中的学子有资格在武汉本校举行
上述课程的全球统一高考。 每届通过率均高达 100%，60%

培养国际人才，光有课堂教学是不够的，武汉外校为
学子们搭建起丰富多彩的“国际实践课”。
武汉外校与美、英、法、澳等 8 个国家 15 所学校结成
“
姊
妹学校”，每年有近 200 人次的互访。 双方师生都住在接待学
生家庭中，学生们交朋友、笔友，了解各自国家的文化。
活动平台则更加丰富。 英文“模拟联合国”大赛，武汉
外校每年组织近百人的参赛团队，与北大、外交学院乃至
国际名校的大学生展开“英语外交”；美国国际太空城市设
计大赛，首次组队参赛，就拿到全国一等奖；“哈弗夏令营”
全国大智慧比赛中， 武汉外校学生们通过 4 个月调查，完
成关于武汉市地下管网的全英文调查报告，获全国一等奖
第一名；亚洲科学夏令营，由亚洲诺贝尔奖得主发起，武汉
外校成为全市唯一参与学校……
随着国际化视野的不断开拓，武汉外校的国际化教育
也日益加强。
文 / 刘元聪 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