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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9 月 4日下
午，商丘市虞城县召开“99公
益日”见义勇为募捐动员会，会
上，原虞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吴善荣宣读捐款倡议书。据了
解，此次募捐现场共计捐款
200余万元。

虞城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王光华指出：见义勇为行为
是光荣的，见义勇为精神是不
朽的，见义勇为事业是高尚的。

为更好地做好见义勇为募
捐活动，王光华强调，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发展见义勇

为事业对于平安和谐社会建设
的重大意义，广泛宣传，自觉行
动；要发动让群众广泛参与，形
成“人人崇尚见义勇为、人人支
持见义勇为、人人敢于见义勇
为、人人鄙视见义不为”的良好
社会风尚。

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探索出“党建+创建+服务”模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李鸿飞 陈晓琦

本报商丘讯“两城”联创
工作开始以来，商丘市睢阳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坚持以党建统
领全局，以为民创建为根本，以
整改问题为导向，夯基础、优服
务、聚民心，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传递
文明新风尚，解决一大批环境
卫生问题，探索出一条“党建+
创建+服务”的新型创建之路。

明责任 一线推进促创建

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位
于商丘市中心城区，是商丘市
和睢阳区行政中心所在地，总
面积33.1平方公里，辖19个社
区约16万人，有城中村55个，
居民小区 351 个，背街小巷
630 余条，沿街门店 6800 余
家，废旧厂房33个，大棚户区
改造区域26处，创建工作面积
大、战线长、问题多、任务重。

该办事处把创建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列为党工委重要
议事日程，把创建成效与日常

考核、评先评优、工作经费保障
“三结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推行联奖联惩机制，把创建“软
任务”变为“硬指标”。建立即
时通报制度，迅速反馈创建成
效、交流先进经验、督促问题整
改，确保创建工作高效落实。

由党工委书记带头，一线
发现和解决创建问题，通过“错
时”工作法、治安巡逻、文体活
动等，开展入户大走访、大宣
传，发放20000余张创建服务
卡，提高居民知晓率和参与
度。着力“互联网+创建”，深
化智能网格化管理，依托19个
社区网格、152 个小区网格、
489个楼院网格，每日开展创
建巡查，及时处理创建问题，构
建精细化动态化创建体系。

建长效 全面发力提品位

办事处、社区、物管服务公
司“三级联动”，紧盯旱厕、黑臭
水体、私设垃圾堆放点等“顽
疾”，推行“5个3”工作法，建立

“一纵两横全带动”长效机制，

确立“三好七净七无三及时”目
标，整治效果实行“四级考核”，
落实“清单制”，逐项对照，销号
整改，确保问题及时反馈到位、
彻底整改到位、任务落实到位，
建立倒逼推进机制，解决了环
境卫生“易反弹”的问题。

对标对表创建标准，细化
分解 16个督查项，详细制定
72个要点，成立10个督查组、
3个跟踪整改组和1个整改应
急组，当日督查、当日反馈、次
日验收。领导班子带队开展交
叉式、动态式、循环式巡查，范
围辐射点位周边一公里，全区
域找短板、找死角、找弱项，弥
补创建短板。

累计硬化背街小巷14万
余平方米，整修墙壁10万余平
方米，安装路灯3600余盏，提
升改造“三无”小区52个，清理
垃圾杂物1.8万余立方米，清理
小广告 2 万余张，取缔旱厕
574个，拆除露天垃圾池324
个。极大改善了环境面貌，实
现了精细化整改、精细化提升、
精细化管理。

本报商丘讯 为进一步加
强商丘市梁园区养犬管理工
作，规范城市不文明养犬行为，
打造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市容环
境。自9月7日起，商丘市梁
园区城市管理局在城区开展流
浪狗专项治理活动。

据介绍，该局城市管理监

察大队根据《商丘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按照梁园区委、区
政府工作部署，抽调10余名执
法队员，正式成立梁园区城管
大队特勤中队，在该区城区内
开展捕捉流浪狗的专项治理行
动。特勤中队执法人员在巡查
过程中，发现流浪狗立即利用

捕犬网、铁笼子等工具，采取诱
捕、围捕等多种方法实行集中
捕捉，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集
中圈养。

“平时出来散步，就是为了
放松心情，常常会看见一些遛
狗不拴狗绳的，每次都吓得离
多远，甚至站一边不敢动。”市
民陈女士说，自开展专项治理
活动以来，明显好太多了，大家
也都纷纷拍手称赞。

据了解，该局对发现饲养
家犬不牵绳上街、随地便溺等
不文明行为，立即对其家犬主
人进行宣传教育与劝诫。未及
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排泄的
粪便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100元罚款；遛狗不拴狗
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1000元罚款；情节恶劣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犬
只；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商丘市梁园区城市管理局：

开展流浪狗专项治理活动获称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程红利 文图

商丘市梁园区城市管理局在城区内开展捕捉流浪狗的专项治理行动

本报商丘讯 9月4日，
民权县供电公司党政领导
分别到各基层班组参加安
全生产活动，并对近期重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在各基层班组，公司党
政负责人与大家共同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论述，并结合事
故案例与大家座谈交流，听
取了各基层班组今年以来
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困
难与问题，对大家反馈的问
题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
行了认真记录，并针对提出
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该公司总经理李轶群
在此次活动中，肯定了各班
组在安全生产工作中作出
的贡献，并对下一阶段重点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当
前，仍处在“迎峰度夏”的关
键阶段，近期又出现了高温
天气，各部门要持续做好电
网风险管控工作，落实各级

人员主体责任，按要求到岗
到位；还要加大输电线路的
巡查力度，重点防范线路因
施工可能引发的外破跳闸
事件，加强线路属地管理，
开展季节性的特巡，杜绝人
为造成的外破跳闸；同时，
要求各级人员要尽职尽责，
要认真分析近期工作中可
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到心
中有数、督导有力、整治有
方;结合近期天干气燥的特
点，深入开展消防隐患排
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
面确保安全生产。

据了解，通过开展安全
生产活动，有助于提高全员
安全生产意识，把安全生产
的理念融入员工思想中，从

“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
我会安全”，将安全意识成
为各级员工的自觉行动和
良好习惯，形成良好的安全
意识。

本报商丘讯 9月7日，
睢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王
建民收到余某的电话。电
话那头，余某语气急促又委
屈，“王法官，你快过来吧，
快救救场，王某在我的办公
室撒泼耍赖，不还钱不说，
还威胁我。”王建民一边安
慰余某，一边迅速召集执行
干警紧急赶赴现场。

据介绍，这本是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2018
年，王某向睢县某公司借款
30000元，借期3个月，余
某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到期后，王某归还
5000元，下欠25000元一
直迟迟不肯偿还。余某催
要无果，经起诉，睢县人民
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王某
偿还 25000 元本金及利
息。因王某未按期履行法
律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履行2000元，下余本
金和利息不再偿还。

王建民团队赶到余某
的办公室时，只见被执行人
王某歪躺在办公椅上，跷着
二郎腿。余某满腹委屈，拉
着王建民的手说：“王法官，

您来得正好。我一点法子
都没有，您看这可咋整？”鉴
于眼前的情况，王建民果断
作出决定，先将王某拘传至
法院。

在拘传时，王某用力拍
打着警车，大声嚎叫，“我已
经还了两千元！我现在没
有钱！咋？法院还能枪毙
我？”到法院后，王建民耐心
向王某释法明理，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王某置若罔闻，
觉得自己不过是欠了点钱，
法院不敢拿他怎么样。在
长达两小时的劝解后，王某
依然不减嚣张气焰，王建民
决定依法对其作出罚款并
进行司法拘留的决定。

此时的王某一下子蒙
了，意识到抗拒执行的严重
后果，连忙改口，“王法官，
您等等，有事好商量。这
钱，我还，我都还，可别拘留
我啊。我知道自己错了，我
写悔过书还不行吗？”说完，
王某连忙打电话联系家人，
让家人送来了下余本金和
利息共计 30000 元，履行
了全部法律义务，并递交了
悔过书。

虞城县召开“99公益日”见义勇为募捐动员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代先锋

嚣张当事人不还款
硬核法官巧妙结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褚莉莉

民权县供电公司：

负责人到基层
参加安全生产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