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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很荣幸在这样
一个特殊的日子被邀请来参
观焦作中院，今天给我的感觉
和印象中的不太一样，很人性
化。”昨日上午，在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展的“三八”妇女
主题开放日活动上，一位参与
活动的妇女代表在体验结束
时连连称赞。

此次活动，值“三八”妇女
节到来之际，为使妇女群众近
距离了解法院文化和审判知
识，亲身感受到阳光司法，并
增强广大妇女的法律意识和
法治观念，提高学法、守法、用
法的能力，焦作中院邀请了来

自社区的妇女代表30人前来
参观体验，一同陪伴她们度过
了富有特殊意义的节日。

昨日上午9时，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妇女代表、媒体记
者等来到了该院的办公楼，一
进大厅，大家便被智能机器人

“小法”吸引住了，这个智能机
器人能够跟人进行简单的交
流，像该如何递交起诉书、如
何查询案卷情况等，它都能清
晰地进行表述。

在智能导诉咨询平台前，
通过点击电脑屏幕，就能了解
自己想要的法律文书、诉讼程
序等。在信息集控中心，讲解

员为大家介绍了市中级人民
法院数字可视化系统，智能庭
审巡查系统，网络安全预警追
踪取证平台、网上法院和电子
卷宗随案生成和深度应用等
系统。在执行指挥中心，讲解
员为大家介绍了执行动态展
示平台、执行指挥应急调度服
务平台等信息化系统。

随后，大家来到市中院少
年综合审判庭和家事审判庭
进行参观，并集体观摩了一起
继承纠纷案件的调解过程。
圆桌式审判、拉家常式调解，
温馨的环境，周到的服务，无
不让人耳目一新。

“这次三八节活动安排得
很有意义，这个活动让我们了
解了法院的工作，拉近了我们
彼此之间的距离。”临近活动
结束，来自焦南街道办事处站
东社区的毋春玲说。“现在如
果是来法院办事，一目了然，
很方便。我也体验一下不同
的角色，审判庭很神圣，很庄
严！”

另据了解，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公开促公正，大力推
进“公众开放日活动”，将每季
度末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设为固
定开放日，与重要节日、重大活
动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保障人
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本报讯 3月5日夜，焦作
市各级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开
展了交通扬尘治理“首季攻
坚”整治行动，对车辆超限运
输、抛撒遗撒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全面查处。

3月5日夜里，全市各级
交通执法部门联合设置了多
个卡点，采取固定与流动查
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集中
行动。据悉，当日集中行动
全市共出动交通执法人员92

人，共发放温馨提示告知单
800余份，规范装载告知书
300余份，检查车辆420余
辆，查处超限、超载运输车辆
18辆，其中“百吨王”4辆，纠
正覆盖篷布不严车辆8辆，带
泥上路车辆5辆等。据介绍，
下一步市交通执法处将继续
把防治道路扬尘污染作为工
作重点，以实现“全路无垃圾，
车行无扬尘”为目标，全力做
好路域环境治理工作。

“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

焦作中院迎来一群“女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施学霞 文图

焦作市公积金中心以巾
帼建功的目标凝聚士气，淬炼
队伍，调动了全中心女性干部
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打造
了享誉全国同行业的焦作公
积金金字服务招牌。

发挥女性优势
创建精细管理服务品牌

焦作公积金综合服务大
厅职工80%都是女性，她们以
其特有的细腻和精致，独创了
精细化管理技法。这套管理
技法富有浓厚的女性特色，吸
收了许多管家理家的经验和
技能，被广泛运用到公积金日
常工作、服务以及环境管理的
每个细节，细致到一页资料、
一支笔、一枚印章、一把钥匙、
一块抹布等全都各归其位、各
有其用。所有的服务措施、服
务家具、服务内容全部由她们
自己设计完成。精细化管理
作为“焦作公积金管理六部
法”中最具特色的创新，近年
来，吸引了省内外200多家窗
口单位和公积金同行络绎不
绝的学习和参观。女性还具
备天赋的柔化社会神经的特

点。由一线女性原创编写的
《情绪化办事群众服务标准》，
创造了8年无一例与群众争
吵的窗口“奇迹”。

助推女性成才
彰显内外兼修服务魅力

焦作市公积金中心搭建
成才平台，每年举行技能大
赛、服务礼仪展示赛等四大赛
事，培养并发现了一大批业务
精、懂奉献、重实干的技术能
手。先后有32名女职工分别
荣获“省技术英杰”、市“五一
劳动奖章”、“市技术能手”、市

“三八”红旗手和巾帼建功标
兵称号。3名在岗位上考上硕
士研究生；1名取得“高级会计
师”等证书；4名取得“中级经
济师”证书。培养出了11名女
性内训师，已成为中心的另一
张服务名片。两年来，在省内
外开展服务礼仪和服务技能
的授课交流活动40余场。她
们还创新了接待办事群众“举
手迎、笑相问、礼貌接、及时
办”等服务十部曲，被称为“空
姐范儿”的服务，带给了每一
名办事群众高品质的礼遇。

克服角色短板
绽放巾帼建功职场华彩

为让女性平衡好家庭和
事业，该中心注重利用碎片时
间，用女性的毅力和韧劲弥
补社会角色的短板。实行工
作日志制度和“金点子”制
度，在每天处理业务时及时
记录群众的需求、意见和建
议，积累一段时间后提交“金
点子”，就这样将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作为工作目标，点点
滴滴改进和完善各项管理和
服务。长期坚持不懈，产生
了滴水穿石的效应，使中心
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发生
了质的飞跃。取消了不必要
的证明事项21项，所谓的奇
葩证明在公积金中心没有存
在的可能。公积金中心共有
35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32
项已实现“最多跑一次”，占
所有审批事项的 91%，走到
全省放管服工作的前列。同
时各项业务指标创历史新
高，连续 5年增值收益超亿
元，缴存职工和办事群众满
意度较高，在服务的企业中
口碑良好。

焦作市中院李玉香家事审判工作室审判长李玉香向大家作讲解

焦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发挥女性优势

小窗口展现巾帼风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施学霞

焦作交通执法部门——

开展扬尘治理行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潘正

本报讯 紧紧围绕焦作
市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规划，
农行焦作分行近年来不断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持
续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
截至2018年末，该行涉农贷
款余额48.75亿元，较年初增
加6.96亿元，增速16.66%，
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
11.78个百分点，为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
景提供了“源头活水”。

2018年，焦作农行精准
聚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坚
定不移做大做强“惠农e贷”
产品，加快“金穗惠农通”工程
转型升级，结合焦作市精准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探索
实施了产业带贫、政府增信等
扶贫新模式，发挥了金融扶贫
国家队、主力军作用。2018
年末，全行累计发放产业扶贫
贷款8700万元，带动1740名
贫困户增收脱贫。

谱写支持乡村振兴新篇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郑治国 安良浩

本报讯 3月5日下午，
农行焦作分行组织十余名志
愿服务者，参加焦作市解放
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以志
愿服务形式纪念第56个雷
锋纪念日到来。

在活动现场，该分行志
愿者们在醒目位置悬挂横
幅，摆放咨询台和宣传折页，
向广大群众宣传金融法规、

普惠金融、防诈骗、反洗钱、
反假币等方面知识，并积极
与现场咨询的群众进行沟通
互动，帮助其解惑答疑。随
后，我行志愿者还参加了集
中宣誓活动。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
折页 2000 余份，发放礼品
200余份，树立了农行良好
的社会形象。

专栏·农行焦作分行——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安良浩

本报讯 3月3日，民建焦
作市委、焦作市劳动就业局联
合焦作市“追梦公益”爱心会
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暨爱心捐赠活动，民建
会员和劳动就业局共计17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当天上午8点30分，在
焦作市东方红广场以“弘扬
雷锋精神，爱心奉献社会”为
主题的大型便民利民活动正
式开始。民建市委和劳动就
业管理局组织专业人员就法
律、财税、公证、教育、心理咨

询、医疗、康复、求职登记、职
业介绍、创业培训技能培训、
就业困难人员援助、劳动维
权、义务理发、养老护理、月
嫂等相关民生问题开展咨询
服务和义诊活动。在活动现
场，各服务窗口忙碌着为前
来咨询的市民们发放的有关
的宣传资料，并免费为群众
量血压、测血糖、检查口腔，
详细耐心为市民解答疑难问
题。人民医院内六科主任、
民建会员赵菊珍还为患者约
定时间到医院就诊。

民建焦作市委、焦作市劳动就业局——

联合开展学雷锋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史建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