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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法庭，
让亲情少了隔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此前实地探访也发现，在李玉
香家事审判工作室里，没有高
高在上、分桌对立的原告、被告
坐席，坐席上也没有冰冷的原
告、被告等称谓，取而代之的是
圆桌，上边放置着“丈夫”“妻
子”“父亲”“母亲”等称谓。

不仅如此，这个成立于
2016年6月的工作室还专门设
有儿童探视中心、心理咨询室等
场所，并通过设立私密空间，传
统文化启蒙书籍、家庭伦理文化
墙体展示等形式，让人步入这
里，感触与普通法庭迥然不同。

省人大代表，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玉
杰说，以此为样本，该院以上率
下，指导全市10个基层法院择
优选派一优秀女法官，分别以
名字成立家事审判工作室，专
门审理离婚、赡养、抚养、扶养，
继承，亲子关系，家暴遗弃等
10余类家事案件。

同时，目前焦作市陆续成
立了 40多个“家事调解工作
室”，并与“冬香好妈妈工作站”
等机构携手。

一系列制度，
立体保障和谐

在李玉杰看来，李玉香家
事审判工作室真正发挥核心作
用的，是焦作法院建立一系列
配套制度。

李玉杰讲，在近3年的时间
里，他们根据全市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实际情况，着
力研究制定出为家事审判改革
保驾护航的“对弱者全面、优先、
特殊保护”“保护家庭隐私不公
开审理”“确立调解优先，修复家
庭关系”等十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就是建立心
理疏导机制。”李玉杰说。焦作
中院依照工作标准，聘请、组建
心理咨询师队伍。

李玉杰还说，他们还引入
离婚冷静期、委派调解、委托调
解、人身安全保护令、家事诉讼

诚信保证书、家事审判问卷调
查表、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制
度。

初见成效，
期待惠及更多人

李玉杰说，自2016年焦作
两级法院全面启动家事审判改
革工作以来，焦作两级法院家
事审判共受理家事案件9328
件，审结 9274 件，其中调撤
6612件，进入诉讼程序的家事
纠 纷 比 以 往 同 期 下 降 了
32.8%。 他说，在焦作市委的
支持下，由焦作法院主导的多
元化解决家事矛盾纠纷工作被
纳入党委、政府综治“一盘棋”。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
李玉香家事审判工作室被最高
法表彰为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工
作先进集体。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家事审判改革工作
我们会进一步推进、完善，也期
待这项工作能惠及更多的人。”
李玉杰说。

本报讯 1 月 24 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国
网焦作供电公司获悉，焦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于
1月22日对该公司整体工作
汇报作出批示，称赞该公司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电
网建设持续提升，电力供应
可靠保障，在全市清洁取暖、
脱贫攻坚、产业结构调整等
重点工作中勇于担当，主动
作为，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8年，国网焦作供电

公司找准“做服务国计民生
先行者”的政治站位，圆满完
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据统计，国网焦作供电公
司去年全年累计完成电网投
资11.7亿元，电网供给能力有
效提升，用电负荷六创历史新
高，累计完成全社会用电量
238亿千瓦时，79项重大保电
任务实现了零故障，零失误。
去年6月底，该公司提前一年
半实现全市190个贫困村和深
度贫困村电网建设脱贫目标。

清官善断家务事！焦作闯出新路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刘建章

工作出彩
焦作供电公司获市长肯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乔桥

本报讯 1月15日上
午，农行焦作武陟支行组
织班子成员、中层干部赴
武陟县詹店镇何瑭家风家
训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先
后参观了何瑭纪念馆、何
瑭明训馆、何氏家规墙等，
详细了解了何瑭的生平事
迹。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
大家深刻感悟到良好的家
风家训对党员干部廉洁奉
公的重要作用，并一致表
示，一定深入学习何瑭廉
洁奉公的精神，带头树立
良好家风，大力弘扬、传承
传统廉政文化，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永葆共产党
员先进本色。

本报讯 冬季天气寒冷，
路面结冰。为此，焦作中石
化分公司机关、各加油站、油
库员工都自发地开始了清理
结冰路面的工作，特别是早
高峰，保证车辆有序进站、安
全离站。

全区各加油站和油库及
时启动应急预案、认真开展

巡检工作，保证雨雪天气各
项工作的安全开展。“师傅，
天冷路滑，注意安全。”一声
声温馨提示语常挂嘴边；为
客户检查车辆、为抛锚车辆
推车；全天候免费提供热水、
热饮等贴心服务，确保顾客
安全高效出行的同时，于点
滴之中传递石化温暖。

本报讯 近日，中石化河
南焦作分公司作为诚信企业
组织了以“点滴承诺”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在活动中让市
民走近油品计量、了解计量。

活动中，对不少市民前
来参观和咨询，工作人员细
心、耐心解答，更是热心为市
民现场演示。不少市民也纷
纷表示在这样的活动中长知
识了，对加油站的计量工作

也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比
如，在计量管理上，该公司每
个加油站都配有20升容量
的国家标准计量桶和计量器
具。

焦作中石化相关负责人
说，公司质量管理人员每个
月对下属加油站的所有加油
枪，进行一次发油精度检测，
确保精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
范围内。

低温天气，暖心服务群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莎

“点滴承诺”彰显诚信本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莎

●焦作中石化

●农行焦作分行

本报讯 2018年以来，农
行焦作分行秉承“大行德广伴
您成长”的企业精神和“面向
三农服务城乡”的市场定位，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工作要求，
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截至
2018年12月末，该行各项贷
款余额109亿元，有力助推了
当地经济的转型发展。

据了解，该行时刻站在讲
政治的高度，立足国有银行政
治责任担当，全力推进民营企
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着力解决企业在转型发展中
的融资难题等问题，积极支持
能源、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和
重点建设项目，累计为焦煤集
团、神华国能、龙蟒佰利联等
焦作重点企业投放贷款近30
亿元，同时按照“集中、量力、
控险”的原则，对有信贷需求
的小微企业予以重点支持。
截至12月底，该行已经累计
发放小微企业贷款5.3亿元，
有效激发了小微企业经营活
力。

为焦作重点企业
投放贷款近30亿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郑治国 安良浩

发放困难职工慰问金18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安良浩

本报讯 1月22日上午，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农行焦
作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文军
带领人力资源部、工会工作部
负责人到武陟县支行困难员
工家中进行慰问，并为其送去
了慰问金。

每到一个困难职工家庭，
李行长都要详细询问该员工
的家庭、工作和生活情况，鼓
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战胜困
难，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
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中。

受慰问员工表示，感谢市行党
委对自己和家庭的关心关怀，
自己一定勤勉尽职，努力工
作，为全行业务发展作出自己
的贡献。

当天下午，该行人力资源
部总经理和工会工作部总经
理也分别到退休困难老干部
和修武县支行困难职工家中
进行慰问，及时为他们送去了
组织的温暖。据了解，该行共
慰问困难职工19人，发放慰
问金18万元。

开展家风家训
教育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张晨阳

本报讯 伴随着春节的
临近，中国石化易捷便利店极
力将服务一体化逐一做到极
致，自主品牌商品以高质量、
低价位深得人心，满足客户日
常购买的同时，更着力注重品
牌的精益求精。

不少中石化易捷便利
店，各种大红陈设，年味十
足。“回家期盼、归心似箭、
易捷相伴、温馨团圆、聚首
相欢”等按场景分类年货商
品，让顾客选购更加方便快
捷。工作人员说，从即日起

中石化易捷便利店同步开
展年货节活动，同时推出
多款特色礼包，高品质、低
价位 ，满足广大朋友的一
站式购物需求。

除了品类资源充足外，
易捷年货节还引入适合节
日销售的国内外名特优新
品，如湖南特产舜华鸭、进
口巧克力等，以及具有原产
地标识的土特产品，如湖南
永兴冰糖橙、灵宝寺河山苹
果等，满足广大客户个性化
商品需求。

中石化易捷便利店
年货节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莎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焦作，近3年来，以李玉香家事审判工作室为典型代
表的家事审判工作的创新做法，让这方面的“断案”变得既有温情，也有成效，广受好评。

1月16日，省人大代表，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玉杰接受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专访，希望这个充分运用情、理、法，在全国首创的家事审判新模式，能惠及更
多家庭。

●农行武陟县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