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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短片周于 9月 11日启动征片，
tuvw 随着第 28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在厦门圆满落幕，另
共收集到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上
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影展品牌
海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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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片 周 也 落 户 厦 门 。 戏 剧 学 院 等 多 个 院 校 的 学 生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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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短片周于 12 品，从全球的华人青年导演征集
月 16日 -22日在厦门举办，
而翔
了共计 1929部作品。经过初审评
安是此次活动的重要举办地之
委的严格评选，共有 110部短片
一。12月 18日，
翔安超旷美术馆
作品入围并于短片周期间集中放
相继 举 行 了 2017-2019竞 赛 音
映，同时还会放映前两年优秀作
乐 MV展放映、蔡雅艺南音专场
品、名导短片等，这将是全球范围
分享会，以及一场关于电影配乐
内唯一一次华语青年导演优秀短
方面的音乐沙龙。
片作品的集中线下展映。
不同于金鸡百花奖所面向的
如此高规格的影展活动就
成熟长片导演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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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挑中” 了翔安这座高速发展的
片周以年轻化、国际化的短片为
千亿产业之城。本次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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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汇聚众多影视业优秀青年导
门短片周于 12月 16日至 22日

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举办校
内放映交流活动。12月18日下午，
泉州南音传承人蔡雅艺现身翔安
澳头超旷美术馆，清唱数曲后，蔡
雅艺还围绕南音属性、内涵和所
往进行了一场南音专场分享会。
随后，著名音乐人捞仔、著名电台
DJ
张有待、
铁风筝主唱虞洋、独立
音乐人王宇波等嘉宾带来了一场
关于 “电影配乐是否是音乐人创
作的新方向”的音乐沙龙。
12月 1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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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国内知名艺术家丰江舟，于
翔安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综
合馆内举办一场躁动南音·音乐
演出。丰江舟在摇滚乐里巧妙融
汇电子元素，同时借助极具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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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安区祥平街道凤祥社区公
园道一号小区迎来新一届业主委
员会换届选举。本次公园道一号
小区的换届选举不 仅 创新 引入
“互联网 +公证”的线上投票选
举方式，还成立全区首个红色监
委会，该做法是凤祥社区健全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推动居民小区
自治的有力举措，也是探索小区
现代化红色法制新模式的有益尝
试。
居民小区作为最基层的社会
单元，
小区治理得好不好，直接关
系到百姓福祉、
社会和谐。凤祥社
区党支部书记林方园介绍，小区
治理中难免出现各类矛盾，例如
公维金使用是否透明、小区公共
服务是否到位等问题，都会引发
小区业主、业委会及小区物业的

矛盾纠纷。
为此，凤祥社区率先在公园
道一号进行试点，发动小区在职
党员成立红色监委会，对小区业
委会及物业进行监督，并提供专
业建议，帮助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一线。“红色监委会旨在立足小
区，发挥作用。”林方园说，此次
公园道一号小区成立的红色监委
会共有 3人，其成员全部是小区
在职党员，
且是同安区政法委、区
委巡察办相关在职领导干部，他
们将积极开展监督履职探索，发
挥成员的专业优势及资源优势，
提升小区居民自治能力。
近年来，凤祥社区立足工作
实际，通过党建引领夯实党的战
斗堡垒，建立小区“党群之家”，
并探索建立同安区第一个商业街
联合党支部，形成 “街道党工

委—社区大党委—小区党支部、
商业街联合党支部—小区共建发
展理事会—小区楼栋党小组、监
委会党小组”的治理架构，打造
小区现代化红色治理新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业委会
换届选举一改传统现场线下投票
方式，业主通过互联网就能随时
随地进行线上线下投票，不仅方
便业主，
还保障了投票的公开、公
正、
透明。
林方园表示，下一步，线上
投票选举将在社区内的各个小区
推广开，红色监委会也将在积极
探索中逐步累积经验做法，并推
广到其他小区，破解小区治理难
题，推动社区治理创新，让业主
居民更有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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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舞台声音装置，在现代语境
里描摹历史碎景，进行现代与传
统的对话。
不难看出，借助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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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短片周平台，翔安这座既有传

统渔村风貌，又融汇自然风光和
当代时尚文化元素滨海新城，以
其独特的区位吸引越来越多国内
外影人，
翔安也将打造一张属于自
己的文化艺术名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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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范执行行为，加强信用惩
戒，督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昨日，
同安法院召开“限驾令”新闻
发布会，并与同安交警大队联
合制定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驾
驶小型汽车的实施办法》，进一
步维护和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
法权益。
据了解，
同安法院是全省首
家正式出台“限驾令”制度并与
交警合作，共同推进“限驾”措
施的法院。“限驾令”制度通过
将 “限制被执行人驾驶非营运
性小汽车” 列入限制高消费选
项，
对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限
制驾驶非营运性小汽车 （含个
人名下的汽车和他人名下的汽
车）惩戒的措施，进一步压缩失
信被执行人的出行空间。

记者了解到，
由于执行过程
仍然存在不少规避执行的行为，
如失信被执行人开着豪车到处
跑，在被查获时，由于车辆并非
被执行人名下，对该失信被执
行人无法进一步采取扣人扣车
等强制措施。出台“限驾令”制
度后，主要目的是针对规避法
律、
钻法律空子的失信被执行人
进行打击。同时，
同安交警大队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将利用
“限驾令”APP或小程序对驾
驶人员进行核查，
一经确认为被
限驾人员，区法院“执行 110”
执勤人员将对被限驾人员进行
拘传并对相关车辆进行扣押。
此外，若被执行人为公交
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网约
车注册专职驾驶员等专职驾驶
员，应在接到同安区法院“限驾
令” 后十日内，向法院申报备
案。未报备者，
被查获后将依法
予以相应的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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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江道社区党委坚持和发展
hiKp34  JK&
 5w近日，福建省民政 “枫桥 经验 ”，创 新党 建 引 领
厅确定 27个第二批优 秀社 区 “红色小巷”，建设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由党委领航、多方共
工作法，
厦门市鹭江街道鹭江道
治，
以政府补助、
企业赞助、
居民
社区红色小巷“四助”工作法成
自助、邻里互助“四助”形成合
功入选。
力，
畅通小巷，
排除隐患，
美化环
鹭江道社区位于厦门市老
城区，
聚集财富大厦、
建行大厦、 境，破解了老城区治理的难题，
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钻石海岸等高端商务楼宇，
又涵
盖大面积的老旧街巷。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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