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郑州裕华制衣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1日，我局接到武艳美来访投诉，称郑州
裕华制衣有限公司欠缴其在职期间（2015年9月至2017
年4月）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费。

经查，你单位共计欠缴养老保险费113247.68元、工
伤保险费66595.97元和失业保险费39047.60元（以上欠
费均截止到2017年10月）。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之
规定，特向你单位送达《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
会保险稽查限期改正指令书》（郑人社基令字〔2017〕第
6012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单位自公
告期满十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社会保险局和地方税务机
关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 113247.68 元、工伤保险费
66595.97元和失业保险费39047.60元（以上欠费均截止
到2017年10月），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请你单位自本限期改正指令书公告期满后十个工作
日内，把改正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我单位。如果逾期拒不履
行本限期改正指令书的，我局将依法做出行政处理决定。

联系电话：67185828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12月22日

郑州美造名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557499012XE）：

本委已受理刘华伟、黄长红、梁奇峰、陈晓与你单位
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已审结。因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单位
送达仲裁决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郑东劳人仲案字
[2017]329号、郑东劳人仲案字[2017]330号、郑东劳人仲
案字[2017]331号和郑东劳人仲案字[2017]333号仲裁裁
决书。裁决结果如下：自本仲裁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刘华伟支付工资人民币壹万贰仟
壹佰元整（￥12100.00），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黄长红支
付工资和降温费共计人民币陆仟玖佰捌拾陆元整
（￥6986.00），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梁奇峰支付工资和降
温费共计人民币玖仟捌佰柒拾柒元整（￥9877.00），被申
请人应向申请人陈晓支付工资人民币伍仟零叁拾肆元整
（￥5034.00）。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郑州市郑东新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郑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2月22日

公 告

声 明
河南大汉置业有限公司自本声

明发出之日起，解除本公司与蔡永

思、吕志华的一切委托手续，自本声

明之日起凡是蔡永思、吕志华代表本

公司与第三人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及

其行使的民事行为后果，均对本公司

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本公司也不承

担任何民事责任，特此声明。

河南大汉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2日

●创新机制全乡动员抓平安
“宋叔和牛姨怎么不在家呢？”日前，干河

陈乡双龙社居委“三互”活动小组工作人员在
五交化家属院排查时，发现稳控失独人员宋
某、牛某家中无人，经多方联系，发现两人受
外地人诱惑，准备进京反映问题。

得到信息后，干河陈乡主要领导紧急启
动“三互”活动应急预案，迅速召开小组会议，
对该事件进行分析研判后，通过与宋某、牛某
沟通，按政策依法依规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化
解了一起特殊利益群体上访事件。

“我们依托‘三互’活动机制，让工作人员
全部下沉基层，从源头抓起，把不稳定因素化
解在基层，让辖区群众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
平安暖意。”干河陈乡党委书记张珂说。

去年年初，干河陈乡创新管理，持续推行
以“同一层级三方涉事单位（人）相互沟通、相
互研判、相互协商，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和
影响平安建设的问题”为主题的“三互”活动
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开展不安
定因素集中化解“百日攻坚”行动，大力化解
积案、难案及新排查出的各类问题，确保不发
生任何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责任落实到位。干河陈乡出台《干河陈
乡构建大政法体系 推行“三互”活动机制实
施方案》《干河陈乡成立“三互”活动领导小组

的通知》《干河陈乡“三互”活动不安定因素集
中化解“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建
立健全组织机构，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亲
自抓，落实办公地点和专兼职人员，制定工作
制度，建立工作台账。

舆论宣传到位。干河陈乡在辖区重要路
段、重点社区设置固定宣传标志牌，在 15 个
行政村、5个城市社区安装宣传栏，发放宣传
抽纸及扑克牌，悬挂宣传横幅，宣传“三互”活
动机制；在辖区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摆放
宣传展板 120 块，悬挂横幅 500 余条，出动宣
传车 1000 余次，发放各类宣传页、宣传品近
10万份。

考核落实到位。干河陈乡与各行政村、
企事业单位签订责任书，建立检查考评制度，
对“三互”活动情况进行不定期督导，督导结
果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之一。

●合力攻坚深入基层化纠纷
“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日前，干河陈乡

居民吕某激动地说。
干河陈乡某行政村进行拆迁改造，村民

吕某、刘某宅基地被拆迁，经当时拆迁指挥部
同意，两户均可领取过渡安置费，但过渡安置
费发放时，名单里面只有刘某的名字。吕某
对此不满，多次到村委会、乡政府反映情况。
乡包村干部、村工作人员临时组成“三互”活

动小组，调查后查明了原因——开发商统计
疏漏，遂协调拆迁指挥部补发了吕某的过渡
安置费。领到过渡安置费时，吕某感激不已。

干河陈乡以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建设为载
体，建立乡、村、组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
络，构建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社会调解、民间
调解相互补充的矛盾纠纷调解格局，形成分
工明确、监督履责、跟踪问责的工作流程，努
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干河陈乡坚持信息在前，在全乡构建排
查网络，并要求每周至少排查一次；坚持排查
在前，要求环卫工人和乡村两级干部在日常
生活中捕捉信息，掌握可能发生的矛盾；坚持
化解在前，通过“三互”活动不安定因素集中
化解“百日攻坚”行动，要求辖区每个社居委、
村委会开展“大排查、大接访、大化解”活动，
对信访稳定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坚决杜
绝“三不”：社区、村里的重点人员情况和重点
事情不能不知道，知道的事情不能不管，管不
了的事情不能不上报；坚持制度在前，制定科
级领导接访制度，处理和分包其受理的信访
案件，直到结案。

●防控到位干群协力促和谐
“为什么不安装个摄像头呢？丢一辆电

动车可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啊！”干河陈乡柳
江社区“三互”活动小组工作人员在水景新苑

小区走访排查矛盾纠纷时听到了居民李某的
抱怨。原来，该小区有两个出入口，由于摄像
头安装太少，经常丢失电动车。“三互”活动小
组工作人员及时将情况上报给乡综治办，后
经协调，促使小区摄像头一周内安装到位。

干河陈乡重视平安建设基层基础建设，
形成了统筹规划、整体推进，点线面结合、人
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加强技防基层基础建设，在辖区建
成乡镇综治工作中心，村（社区）警务室和联
络员实现全覆盖；健全治安防控体系，投入30
余万元在辖区安装 40多个高清摄像头，对乡
监控平台、村监控设备进行统一升级；加大人
防基层基础建设，在各村（社区）成立以调解
员、人民陪审员、志愿者、老党员、老干部、老
模范、老战士、老教师为主的义务巡逻队，发
挥基层党员、群众的积极作用，对各自村（社
区）进行24小时巡逻。

“干河陈乡依托‘三互’活动机制，加强社
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实现党委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的良性互动，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提高社会稳定能力，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漯河市源汇区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朱文超对干河陈乡平安建设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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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LEGAL DAILY 0505责任编辑 王 东 校对 孟杰曼

E-mail:hnfzbbjb@126.com 2017/12/22

——漯河市干河陈乡依托“三互”活动机制助推平安建设纪实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赵春纪 于洁/文 通讯员 靳兴元/图

干河陈乡位于漯河市源汇区西南部，总面积
24.6平方公里，辖15个行政村、5个城市社区，人口
13.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2万人，沙澧两河交汇穿
境而过，形成了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人口密集，市场
繁荣，农、工、商交织融合——这些，成为该乡城乡结
合发展的独特格局。

该乡连续10年入选全省“百强乡镇”并晋位40
强，在全市入围的4个乡镇中排名第一。该乡还先后
荣获河南省平安建设先进单位，连续10年被评为漯河

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去年以来，

该乡创新持续推行“三互”活动机制，把维护社会稳定作
为首要任务来抓。“三互”活动开展以来，该乡共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223起，调解223起，调成216起，信访案件
立案数量同比下降11.5%，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16.5%；实现监控全覆盖，公众安全感指数达96.3%，社
会大局持续平安和谐稳定，群众不仅时时处处可以听
到平安嘱托，还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平安暖意。

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让百姓感受平安暖意让百姓感受平安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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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原、被告围绕侵害主体、侵权责任等展开激烈辩论。
原告认为，被告非法处置、倾倒废酸的行为，造成污染环境，严重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故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及经济责任。
被告方承认其处置废酸的行为不当，给我省造成了环境污染，但对追加

被告、评估报告、需要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及治理费用等问题提出了答辩意见。
法庭调查、取证、辩论和证人出庭作证……3个多小时的庭审，在审判长

徐哲的主持下，秩序井然。
由于案情复杂，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郭秋成 张志强杜鹏飞 宋杰

山东省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染公司）跨省至我省濮阳市南乐县境内，倾倒废弃硫酸（以下简
称废酸）1000余吨，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

12月21日，由河南省环保联合会对东染公司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一审在濮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诉
讼要求包括环境侵害人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承担环境治理费用等。据悉，该案是濮阳市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

庭审中，濮阳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徐哲担任审判长，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王尚国担任公诉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部分省辖市法院环境资源保护庭法官，以及媒体记者、社会群众等共100余人旁听庭审。！！跨省倾倒废弃硫酸案开庭跨省倾倒废弃硫酸案开庭

濮阳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庭审凸显4个特点

“啪！”昨日，随着法槌敲响，审判
长徐哲庄严宣布，一起由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引发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正
式开庭审理。

在此前审结的与该案相关的环
境污染刑事案中，法院审理查明，
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东染公司
营销部工作人员潘某，在未审查王某
提供的河北邢台某公司资质真伪及是
否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的情况下，
将东染公司的废酸交给王某处置并支

付费用。2015年3月5日至5月21日，
王某通过张某联系到陈某，陈某陆续
使用李某、谢某等人的罐车，先后从东
染公司载出15车共计1000余吨废酸，
每次都深夜潜入我省濮阳市南乐县境
内的猪龙河、王落沟、柴庄村北河沟和
清丰县韩村乡李沙窝村西等7处地方，
将废酸随意倾倒，严重污染环境。

经科学评估，此次环境污染造
成财产受损金额为3.08万元、地表水
环境损害受损金额为1491.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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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倒废酸千余吨 严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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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侵害主体责任 原、被告展开激辩

庭审特点
“此案是濮阳市法院系统审理的首例

环境公益诉讼。”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徐哲
表示，该案的审理将为全市法院系统审理

类似案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在此次的民事公益诉讼案的庭审中，
环境污染刑事案中的查明事实和证据均被
原、被告采用，体现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所

涉及的法律领域复合性特点。”在庭

审结束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濮阳市中
级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李瑞坤说。

此案的审理落实了司法责任制改革中

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带头办
案制度，实现了审判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

案件审判质效。
另外，此次案件原告——河南省环保

联合会，是省环保厅主管的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庭审中，人民陪审员参审，社会各界
人士旁听，并充分运用媒体平台将庭审过
程和该案涉及的刑事犯罪等相关信息予以

公开、公布，整个庭审过程充分体现了司
法公开、公正、透明。”庭审结束后，参

加旁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