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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法治建设、平安建设
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新部
署、新要求，我们将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始终把
维护全县政治安全和社会
大局稳定作为首要之责，全
力服务保障全县高质量发展
工作大局。”12月2日，浚县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任永波
在该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会议上表态发言。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
治任务。浚县公安机关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统领公安
工作高质量发展，把党的二

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浚县
公安工作的强大动力，真正
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在捍
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
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具体实
践中。

浚县公安机关持续开
展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活动，确保枪爆危险物
品“不打响、不炸响、不流
失”；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
交通事故；常态化开展重点
部位定点值勤、人员密集场
所高峰勤务和公安特警屯
警街面动中备勤，不断提高
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依
托“一村（格）一警”工作机
制，有效预防和确保“民转

刑”命案零发案。
浚县公安机关持续深

化巩固党史学习教育和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效，切实
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要求落到实处，重拳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入室盗抢犯
罪、黑恶势力犯罪、养老诈
骗、经济犯罪等违法犯罪活
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下步工作中，我们将
继续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坚
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的政治责任，在学深悟
透笃行党的二十大精神上下
更大功夫，以更加优异的成
绩展现新作为。”任永波说。

浚县公安局

筑牢平安根基 谱写公安新篇章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尚英杰

本报讯“锦绣江南小
区在全市率先实施物业服
务民主‘双向评议’制度，每
半年‘双向评议’物业服务
和业委会工作，实现物业服
务好坏业主‘说了算’，居民
测评满意度由 2016 年的
18.2%提高到94.8%。”11月
26日，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
街道锦绣江南小区党支部
书记王诚介绍了利用“红色
物业”服务管理机制，解决
居民难事、管理难题的典型
做法。

为创建“五星”支部，黎
阳路街道始终将其作为书记
一号工程，将“五星”支部考
核作为“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的重要内容，坚持狠抓基
层、严抓支部，积极探索党建

引领下的多元参与、协商共
治、网格协同的“红色物业”
模式，以创建带动整治，以整
治促进创建，成功创建“红色
物业”示范街道。

该街道坚持街道党工
委书记、社区书记、党支部
书记“三级”书记负责制，引
导各社区对照“五星”支部
创建任务及评星标准，选优
带头人，健全组织网络，建
章立制规范管理，发动群众
共建共治，奖惩并举，全力
推进，坚持“研讨学”“请进
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
式，开阔视野，建立“周研
判、月拉练、季评比”推进机
制，确保条条落地，事事见
效。

此外，对评比发现的问

题，向相关社区印发“问题
清单”，明确完成时限。目
前，街道计划创建五星支部
2个，四星支部2个，三星支
部1个，二星支部7个。创
建共建共享星（生态宜居）8
个，平安法治星6个，幸福和
谐星（文明幸福星）12个，宜
业兴业星（产业兴旺星）7
个，支部过硬星2个。

“黎阳路街道将持续秉
承‘情系百姓·温暖黎阳’的
服务理念，完善治理模式，健
全自治制度，凝聚共治力量，
持续提升基础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居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淇滨区黎阳路街道党工
委书记张建武表示。

淇滨区黎阳路街道
“红色物业”开创“五星”服务新格局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马庆玲

本报讯 11 月 30 日，淇
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贾海波
带领民警到北阳镇小屯村脱
贫户、监测户家中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去了食用油、面粉等
慰问品。每到一处，贾海波都

会详细询问各户的生产生活
和享受的政策落实等情况。

入户排查过程中，贾海
波对北阳镇卧羊湾村、西裴
屯村、南小屯村脱贫户和监
测户的基本信息、收入、就

业、乡村治理等情况进行全
面了解，还对村级软硬件提
升工作，各村的人居环境改
善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级道路水毁维修和户厕问
题整改等情况进行察看，要

求包村局领导、包村组长、
驻村帮扶民警和村干部建立
任务分解制和包抓负责制，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整改
为目的，以增收为核心，认
真查摆问题，分析研判原

因，制定整改措施，抓好整
改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淇县公安局持续推进包村帮扶工作
及时消除返贫隐患助推乡村振兴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本报讯 近期，菜农种植
的蔬菜已进入成熟采摘期，
鹤壁市供销社积极了解该市
蔬菜种植面积、销售情况等，
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拓宽销
售渠道，促销助农，全力服务
蔬菜保供工作。

鹤壁市供销社借助旗下
“一亩园”电商公司，线上下
单，线下依托便民服务网点、
社区服务车等，10月份以来
共销售本地种植的白菜、萝
卜150余吨，在促销助农的
同时，为市民提供便利购菜
服务。与此同时，市供销社
在网上发布信息，主动与北
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对
接，将该市1000多吨萝卜、

800多吨白菜运到北京销售。
该市供销社还发动供销

系统各级工会组织，为机关
和企业职工购买蔬菜；积极
与结对帮扶村对接，采购蔬
菜免费发放给困难群众。截
至目前，市供销社共组织192
人参与购买，采购蔬菜花费
共计11700元。

“我们正密切关注我市
蔬菜的销售动态。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对接北京、上海
等地的批发市场，依托上海
等地保鲜仓资源，有效保障
我市农副产品销路畅通，维
护广大农民利益。”市供销社
发展改革与合作指导科工作
人员说。

鹤壁市供销社

促销助农 全力服务蔬菜保供工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周卫红

本报讯 11月 22日，鹤
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吕文涛担任审判长
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行政案
件，淇滨区人社局局长作为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并全程参与法庭答辩、举证、
质证、辩论等诉讼环节，建立
府院联动机制，切实推动多
元矛盾化解，为淇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

吕文涛院长作为该案承
办法官，开庭前认真研究分
析案情，仔细审阅全部案卷
材料，并组织合议庭成员对
案情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庭

审中，承办法官依法组织法
庭调查、举证、质证和辩论，
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程序
进行全面审查。整个庭审过
程严谨规范、高效有序。

淇滨区法院院领导发挥
“头雁”作用，带头审理行政
案件，不断加强与行政机关
的沟通交流，引导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发声”“沟通解
纷”，对深化淇滨区府院联
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实现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对人
民群众权益尊重，有助于及
时、妥善、实质化解行政机关
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

院长审理 局长应诉 助推府院有效联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杨燕

本报讯 11月 28日，中
国银行鹤壁分行召开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动员
部署会，传达学习总分行动
员部署会精神 ，研究制定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工作
方案》，该行领导班子成员及
各部门主任参会。

会议要求，全行要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丰富内涵 、精神实质、实践
要求，将党的二十大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中国银
行鹤壁分行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行动。坚持金融报国，在
稳经济大盘上见实效，在服
务乡村振兴上下功夫，在助
力对外开放上办实事。坚持
金融为民，保障员工权益，铸
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为建设全球一流现代银
行集团，深化巡视整改，坚持
全面从严管党治行，牢牢守
住风险底线，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全行高质量发展。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动员部署会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永真

企业融资求发展 法院解封破难题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杨燕

本报讯 近日，鹤壁市淇
滨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建
筑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在保
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秉持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
为企业发展赢得宝贵机会，
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真正做
到为债权人、为企业纾困解
难。

据了解，庆某承包了鹤
壁某开发公司的部分建筑
工程，工程验收合格并交付
后，鹤壁某开发公司尚欠庆
某工程款1400万元，被诉
至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

鹤壁某开发公司主动
向法院沟通，因现金流紧
张，可边售房边履行，为扩
大经营，其正在协商融资事

宜，请求法院给予帮助做申
请人工作，并先履行部分义
务。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且兼顾当事人的利益，淇滨
区法院要求该公司提供相应
保证。截至2022年9月30
日，该公司已支付庆某工程
款1300万元，剩余款项12
月底前付清。目前，该公司
也成功融资，企业活力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