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三

河南新闻

社会

AⅡ05

开封示范区城管局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众志成城防控疫情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艳辉 通讯员 李红亚/文图
为有效防止疫情传播，
合理引
导辖区群众科学出行，
示范区城管
局综合执法大队加大疫情预警和
防范宣传工作。
1 月 11 日，
开封示范区城管局
综合执法大队集中在西环路、大梁
路、
向阳路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疫情
防控宣传活动，
并向群众及商户发放
《致返汴乡亲的一封信》，
此次活动共
发放单页60余张，
信中主要突出几

点要求和希望：
一是非必要不返乡，
二是提前做好核酸检测，
三是注意路
途个人防护，
四是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尽量不返汴，
五是做好日常科学防
护，
六是保持良好的生活心态。提醒
群众一旦发现有境外及高中风险地
区返区人员，
及时主动向社区报告，
劝导群众节日期间科学出行，
避免聚
集，
科学佩戴口罩，
提高个人防护安
全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对近期疫
情防控复杂性和严峻性的认识，
形成
群防群控良好局面。

开封市禹王台区执行干警廉政党课开讲
2021 年 1 月 8 日，
开封市禹王
台区人民法院纪检组长刘建军为
全体执行干警讲授新年的第一堂
廉政党课。刘建军从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站稳人民立场用好
手中权力、廉政风险防控，层层传

递责任、求真务实转变工作作风、
永葆艰苦奋斗本色，
自觉接受监督
五个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
听完党课后，执行干警纷纷
表示，新年新开端，听了党课后心
灵上得到一次洗礼，在 2021 年的

工作中要不忘肩上神圣职责，认
清当前法院工作中反腐倡廉的紧
迫性和复杂性，将党课的内容入
脑入心，按照党课要求自觉用好
权力、抵制诱惑、司法为民，做到
自身硬、自身清。
秦莹

新年新气象

开封禹王台法院从抓党建带队伍 促工作开局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伯辉 通讯员 姚红涛
1 月 4 日上午，元旦节后第一
个工作日，禹王台法院召开 2021
年度第一次党组（扩大）会，院党
组成员、机关党总支委员和各党
支部书记参加会议，会议由院党
组书记、院长陈广林主持。
会议深入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政法工作条例》
《习近平法治思
想》，详细品读了习近平主席 2021
年新年贺词。会上，党总支书记、
委员和各党支部书记就 2020 年
支部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及 2021
年工作谋划逐一向院党组进行了

汇报。
陈广林指出，2020 年，禹王
台法院以汗水浇灌收获，审判质
效、诉服质效、队伍建设等各项工
作取得很大进步，特别是执行知
晓、诉服质效迈入全省法院第一
方阵。新年伊始，希望全院干警
继续发扬实干精神，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各项
工作，为全年工作整体提升开好
头 、起 好 步 ！ 一 是 加 强 政 治 学
习。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充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二是发挥审判
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
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为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
司 法 服 务 ；三 是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管厚爱，
真管真爱，
用铁的纪律打造建立一
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政法队伍。
最后，全体党员干警在陈广
林 的 带 领 下 ，身 穿 法 袍 ，面 向 国
旗 ，高 举 右 拳 ，用 铿 锵 有 力 的 誓
言，作出了忠于宪法、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的庄严承诺，表达了公
正司法、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坚
定决心。

平顶山这对
“夫妻楼栋长”
管出邻里新风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见习记者 高君晓 通讯员 张旭长
“俺俩都是楼栋长，这些老年
人只要哪天没下楼，我俩就一定
要打个电话问候问候。”1 月 12 日
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姚孟街道
阳光苑社区 74 岁的杜小青和丈
夫李清岭如是说。
杜小青夫妇已经在阳光苑社
区生活了近 50 年，是出了名的热
心肠、和事佬。退休后经居民推
荐，夫妇俩分别成了该社区 38 号
楼和 39 号楼的楼栋长，一干就是
20 多年，没有丝毫怨言。
阳光苑社区属于河南省第一

火电公司的家属院，中青年人常
年在外工作，居民多以老年人为
主，一些看似很简单的事情都得
有人帮助解决。杜小青夫妇自从
当上了“楼栋长”，就把自己的电
话公开给大家，让大家有事打电
话，不管大伙儿什么时候打来电
话，总是一喊就到。
看到老年人外出理发不方
便，杜小青自掏腰包买来工具，通
过“拜师学艺”，成了大伙儿的免
费理发师；李清岭则靠着自己的
琢磨，也成了通坐便、修家电、配
钥匙的行家里手。时间长了，杜
小青夫妇对这两栋楼住户家的情

况了如指掌：哪家房子出租了、哪
家居民入住了、哪家发生紧急情
况了……夫妇俩都能及时将信息
反馈给居委会，并认真地协助社
区做好居民的信息采集工作。
得益于杜小青夫妇的热心助
人，居民们的麻烦事少了，彼此之
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睦温馨，社
区中许多上门工作和文化活动在
他俩的努力下，都得到了居民们
的积极配合。
“邻里越和谐，社区越温暖。”
谈起以后，杜小青夫妇表示，只要
身体好，他们会把这个“楼栋长”
一直干下去。

漯河这位物流公司老板很尴尬：

接了单生意赚了 200 元 却被拘留 5 天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徐先友
见习记者 孙晓永 通讯员 吴东川
“一桶赚5毛钱，
这400桶我们
只收了 200 元的管理费，
没想到现
在被罚款不说，
还要被拘留，
以后再
也不敢乱接货品了。
”
昨天上午，
漯
河市一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提起
自己被处罚、
拘留一事，
后悔不已。
前几天，漯河经济技术开发
区消防救援大队在仓储物流企业
消防安全综合治理行动中，发现

一物流公司仓库违规存放大量易
燃危险品印刷油墨，且周围各种
货品乱堆乱放，甚至在一桶桶的
易燃油墨周边不足 1 米处还有电
动车正在充电，随时都有引发火
灾的可能。最让人不解的是，该
物流公司的负责人竟表示不知道
这些印刷油墨是易燃危险品。
消防大队立即通知辖区公安、
应
急部门联合行动，
连夜加班加点将这
些物品转移到专门存放易燃易爆危

险品的仓库，
同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控制和询问，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
对
责任人马某以非法储存危险物质行
政拘留5日，
同时该单位也因消防管
理混乱受到消防行政处罚。
漯河消防提醒大家，易燃易
爆危险品的运输、储存都要根据
相关操作规范进行，切勿因贪图
小利和麻痹大意而违规违法，甚
至发生安全事故。
主编：
颜景献

现代化暖棚
让鲁山张良镇蔬菜产业
迈上新台阶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见习记者 高君晓 通讯员 乔新强
“去年疫情过后，我们抢抓机遇，利用
扶贫项目资金，先后建起了 20 个真正意义
上的暖棚，目前在建的还有 14 个。”1 月 11
日下午，鲁山县张良镇扶贫办工作人员王
东旭介绍道。
张良镇塑料大棚面积有上万亩，多年
来都是清一色的竹竿或水泥骨架拱棚，冬
天里面温度不高，只能种些蒜苗、莴苣、芹
菜等大路菜。
2020 年疫情缓解后，张良镇先在前营
村和余庄村各建了一个 700 平方米左右的
暖棚，5 月份又在湾张村建起标准化暖棚
12 个，9 月份在余庄村建起标准化暖棚 6
个。这些标准化暖棚，
保温效果明显，
冬季
夜晚温度也能保持在 18 摄氏度以上，夏季
有遮阳网和自动喷淋降温设备，一年四季
都可以种植新鲜的反季节蔬菜瓜果，效益
可观。
目前，湾张村的暖棚里反季节黄瓜已
开始售卖，余庄村的反季节西红柿也即将
上市。34 个暖棚全部投入使用后，张良镇
暖棚规模将在鲁山县乡镇中位列前茅。

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宋海燕
“全国优秀法官”
称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赵明 耿彩霞
通讯员 张建忠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等 83 个单位“全国优秀法
院”称号，授予朱建娜等 97 名同志“全国优
秀法官”
称号。其中，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局长宋海燕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荣获“全国优秀法官”称号，宋海燕成为焦
作法院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法官。
宋海燕现任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局长。在为期三年的“基本解决执行
难”
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
中，
宋海燕身先
士卒，勇挑重担，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牢记人民法官初心使命，
舍小家顾大家，
带
领全体执行干警建机制、强手段，
昼夜奋战
执行一线。
三年内，宋海燕带队执行、抓捕达 500
余次 312 人，追究拒执罪 156 人，各项执行
质效指标在全省、全市考核排名年年位居
前列，
结案率均达到 80%以上。
为破解“找人难”，宋海燕把辖区 478
个
“社区网格管理员”
纳入执行队伍，
让
“老
赖”无处遁形；在全省首创“老赖大头贴”；
在严打“老赖”的同时，力所能及地照顾弱
势群体，
让困难当事人感受到法律温度；
在
全市率创“分段执行”方法；在全市首开向
“公职老赖”亮剑先河，首次提出“稳、准、
快”的工作思路，率先成立快执小组，做到
新案及时办、难案合力办、类案集中办；率
先引进执行指挥应急调度服务平台，有效
处置突发事件等一系列创新工作方法；自
主研发执行小程序自动推送功能及实时互
动功能，该举措推动了焦作两级法院执行
智慧化建设，
为后期研发上线焦作法院
“阳
光执行”APP 打下了基础；率先探索焦作
法院“两分三化一惩戒”执行工作长效机
制，
在全省法院予以推广……
近年来，
她先后荣获
“全国执行工作先
进个人”
、
“河南好人榜”
好人、
“李庆军式十
佳法官”
荣誉称号，
荣记个人一等功、
“感动
焦作”十大人物、焦作市“身边的榜样”、焦
作市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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