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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晓亮）近一段
时间，我市多条道路绿化工程相继完
工，给一条条道路披上了一件“绿衣
裳”，省城绿地面积相应增加。

天龙山路两侧绿化带工程西起
西中环南延，东至滨河西路，全长
2.75公里、绿化面积 7.465公顷，栽植
有常绿乔木白皮松，落叶乔木白蜡、
国槐，花灌木绚丽海棠、紫叶矮樱、绿
篱以及藤本月季等。

千峰路南延配套绿化工程北起
义井街，南至环湖北路，沿线绿化工
程全长 3.3 公里，绿化面积约 1.36 万
平方米。围绕市委、市政府“城通景、
景通景、路通景”的建设理念，建设了
机非隔离带、两侧人非隔离带及行道

树穴。其中，栽植有常绿乔木白皮
松、整形球类及大花月季等，达到了
步移景异的效果，让太原的春色怡
人、夏景火热、秋韵浓郁、冬趣满满。

虎峪河道路快速化改造及综合
治理工程的配套绿化工程是我市
2021年重点项目，该工程西起万柏林
区杜儿坪小学，东至白家庄路，总完
成绿化面积 8.332 万平方米，栽植种
类有白蜡、太阳李、珍珠梅、白皮松和
绿篱等。

南屯路南北延道路工程包括南
屯路北延(长风街—长兴北街)、南屯
路南延 (南中环—环湖北路)。南屯
路介于晋祠路与新晋祠路之间，北起
长风西街，南至环湖北路，在原有绿

化基础上向北延伸 900米，绿地面积
3005平方米，栽植有行道树国槐、白
蜡、白皮松、西府海棠、金叶榆球、胶
东卫矛篱等；向南延伸 800 米，绿地
面积 3353 平方米，栽植有行道树国
槐、白蜡、白皮松、西府海棠、红叶小
檗篱、三七景天等。

在施工过程中，园林建设者严格
贯彻环保要求，充分运用景观植物的
群种结构，利用不同植物的层次变
化、质感变化、色彩变化、季相变化、
图案变化等手法，为道路打造了一件

“绿衣裳”。同时，在不同景观段以不
同元素来营造特色，以此创造丰富多
变、自然有趣的绿道景观效果。

本报讯（记者 杨沫）疫情防控期间，
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却无法回国的人员如
何换领证件？8 月 11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
获悉，该局人口管理部门继对出生登记等
四项业务实行全省通办后，又推出三项优
化户政业务便民措施，主要服务出国人员、
集体户人员和大中专在校学生。

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
无法回国人员，可委托国内近亲属到其常
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代为办理居民身份
证换领手续。所需材料包括申请人签名确
认的委托书；委托人有效期内的中国护照
资料页及所在国签证页复印件；委托人持
委托书及本人护照资料页合影的图像信

息；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受托人向委托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代为提出换证申请
后，交验所需材料，确认提交信息的准确、
真实性，并当场签订书面承诺书。

针对落户我市集体户人员使用户口页
不方便的问题，公安机关将户口页管理方
式由集体户户管员集中统一保管改为将本

人户口页原件交给本人、将集体户户口首
页复印后加盖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和户籍民
警名章交给本人的保管方式，方便群众日
常使用。

大中专在校学生可凭本人身份证，填
写迁入申请表后，由学校统一到派出所办
理迁户手续。

本报讯（记者 陈珊 通讯员
白洁）为进一步畅通执行信访渠道，
切实推进执行信访问题的解决。8月
10日下午，市中级法院举行了第二场
执行信访院局长接待日，面对面接待
来访群众，“零距离”倾听群众诉求。

8 月 3 日，首场执行信访院局长
接待日准时开门接待来访群众，市中
院及基层法院的 9 位院长与来访群

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
详细讲解法律知识、有关政策，引导
来访群众通过正确途径解决问题，当
天共接访执行信访案件 40件。

“参加院局长执行信访感觉服务
特别周到，特别好。法院能够直面群
众说实话、办实事，挺好。”参加接待日
活动的一名信访群众有感而发。

据悉，市中院今年 8 月出台了

《关于执行信访院局长接待工作流
程》，规定每周二下午开展院局长执
行信访接待。同时，市中院对执行机
制改革作了部署，由原来的三个执行
团队改为执行指挥中心和执行实施
团队两个板块 11 个执行小组，人员
由教育整顿前的 44 人增加到 74 人，
实现了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解
决执行难更加高效有力。

本报讯（记者 陈珊 通讯员
马倩）一起因土地权益引起的纠纷，
困扰了双方当事人近 20 年。近日，
晋源区法院晋阳法庭主持调解，圆满
化解了这起土地权益案件，维护了双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999年，晋源区某村村民邓某甲
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于
2003 年将承包地交由亲戚耕种。
2004年，该亲戚与邓某乙签订《转让
土地协议》，邓某乙在该承包地自建

温室耕种经营至今，并向村委会交纳
承包费。

2018 年，邓某甲提起诉讼，要求
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并返还土地、赔偿
损失等。晋源区法院审理驳回邓某
甲的诉请后，该案又经市中级法院二
审、省高级法院再审，法院均驳回了
邓某甲的诉求。

然而，当事双方的矛盾并未因案
件的审结而化解，在案件审理期间及
作出判决后，邓某甲仍坚持自己的主

张，多次因涉案承包地与邓某乙发生
纠纷，矛盾日益加剧。

日前，邓某甲再次提起诉讼后，
晋阳法庭着重引导双方对证据及事
实达成一致意见，再组织双方调解，
最终促使两家人握手言和。

晋阳法庭王亮庭长表示，今后将
探索建立依靠村委会等多方力量共
同发力的纠纷解决机制，到田间地头
为群众答疑解惑，真正让法官动起
来，让法律活起来。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
员 李娟）因身份证过期，患脑梗的
刘大爷无法办理医保手续。8 月 10
日，涧河派出所民警启动“一次不用
跑”服务机制，主动上门帮老人办理
了身份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办理身份证
不过就是跑一趟派出所而已，可对于

一些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却是一个大难题。为更好地服务辖
区居民，公安杏花岭分局涧河派出所
推出了“一次不用跑”上门服务机制，
不断优化户籍窗口服务，让群众听得
见、看得到、得实惠。

8月 10日上午，社区民警马明海
工作中获悉，晋安南院居民刘大爷患

有脑梗瘫痪在床，行动不便。近期，
老人因身份证过期，无法办理医保手
续，家人十分着急。

派出所民警立即启动“一次不用
跑”上门服务机制，由户籍内勤上门
给老人拍相片、采集指纹，完成了办
理身份证手续。新身份证制发后，民
警还会及时送证上门。

本报讯（记者 齐向
真 通讯员 马丽娜）8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许，市民
李先生带着一封感谢信和
一把雨伞赶到公交二公司
长风停车场五车队调度
站，代表家人对 3 路公交
车驾驶员表达谢意。

原来，8 月 8 日下午，
李先生的母亲乘坐 3路公
交车外出时，天空突然下
起雨，到山医大一院下车
时雨势仍未消退。

驾驶员看见老人站在
公交车门处手足无措，热
心询问后便将自己的雨伞
递给了老人。因走得太匆

忙，老人当时没来得及问
驾驶员的姓名。

近几日，老人特意又
乘坐了几次 3 路公交车，
却始终没遇到出借雨伞的
驾驶员。为了表达谢意，
老人便让儿子买了新雨
伞，并写好感谢信送到长
风停车场车队调度站。

李先生离开长风停车
场后，车队队长找到了这
位 3 路公交车驾驶员，他
就是范树全。队长转达乘
客的感谢后，范树全不好
意思地说：“这点小事儿不
算什么，每一名驾驶员都
会这么做的。”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天气炎热，不少司机喜
欢穿着拖鞋甚至光脚开
车，殊不知这种行为隐患
很大。8 月 11 日，高速交
警五支队结合最近一段时
间查处的此类违法，提示
大家驾驶车辆时一定要穿
着跟脚合适的鞋子，而且
不能将备用鞋放在刹车踏
板附近。

8月 1日上午 10时许，
高速交警五支队八大队民
警在忻州绕城高速禹王洞
收费站附近检查过往车辆
时，发现一名货车司机光
着脚丫子开车，一双拖鞋

和一双旅游鞋就放在脚
边。

司机解释，他本来穿
着旅游鞋开车，但感觉太
热就换成了拖鞋，又觉得
拖鞋也不舒服，干脆赤脚
开车。

对司机妨碍安全驾驶
的行为，民警进行了批评
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
100元，记 2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
开车时要选择平底鞋、帆
布鞋、轻便运动鞋等跟脚
适合的鞋子。另外，备用
鞋也不能放在刹车踏板附
近，以免影响紧急制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温强)8月 10
日，88 岁的高大爷外出遛
弯时迷路，千峰派出所民
警接到热心路人报警后，
将老人接回派出所，并通
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联系
卡，很快找到了老人的家
人。

当天下午 2 时 40 分，
千峰派出所接到热心路人
报警：一位老大爷从中午
开始独自在公园路 75 号
院内徘徊，像是迷了路。

民警随即赶到现场找
到老人，但老人只能说清
自己姓高，88 岁了，说不
清其他信息。将老人接回
派出所后，民警给老人打
来饭菜热水，随即发现老

人随身带着一张联系卡，
卡片上有家人的姓名和联
系方式。

接到民警的电话，老
人的家人很快赶到派出
所。老人的家人讲，最近
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老人
记忆力衰退明显，便特意
制作了联系卡，没想到真
派上了用场。

民警提醒大家，日常
工作中，他们经常会遇到
走失老人，因这些老人大
多说不清相关信息，民警
往往大费周折才能帮他们
找到家人。因此，如果家
中有记忆力衰退或患阿尔
茨海默症的老人，请一定
加强照管，并为老人制作
联系卡，以方便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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