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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艳是三门峡市公安局东城分
局的一名户籍民警，从警4年多，没有
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有默默的奉献、微
笑的服务、真诚的对待、烦琐的重复。
她多年如一日的亲民便民行动，受到
广大群众的欢迎，被辖区群众亲切地
称为“小燕子”，成功打造了东城明星
户籍室。今天上午11时，我来到这里
采访张飞艳。

步入窗明几净的便民服务大厅，
一面写有“一心为民，热情服务”字样
的锦旗格外抢眼，这是去年 11 月 17
日，两名群众为感谢张飞艳对他们的
倾情帮助而赠送的。

此时，张飞艳和两名助手正在给
群众办业务。“大爷，您的业务已经办
完，请拿好您的户口本、身份证，出门
右转……”送走最后一名群众，张飞艳
站起身来，理了一下头发说，“从 8 点
到11点，共接待、办理50多人次的业
务……”

采访中我了解到，东城分局辖区
共有 98754 人。户籍大厅共设立 4 个
窗口，两个办理户籍业务，其余两个

是身份证办理业务。人少业务量大
让张飞艳忙得不亦乐乎。户籍业务
主要包括迁入、迁出、出生申报、死
亡注销、开具各种证明等；身份证业
务包括挂失申报、临时证办理，异地
证办理。大厅每天接待群众 100 余
人，办理身份证 40 多个、临时证 30
多个，办理户籍业务 50 多起。据介
绍，自 2017 年 5 月 1 日公安部推出异
地身份证办理业务以来，他们共为
省内省外暂住在其辖区的群众办理
异地身份证346 个。

“户籍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公
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张飞艳
说，“户籍工作面对的是人民群众。每
天都在忙忙碌碌，停下来想想，也没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我看来，这些
都是小事，但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
在群众眼里都是大事。因此，我一点
也不敢马虎，用我 100%的努力，让群
众100%满意。”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2017 年 5 月
至今，她通过档案资料梳理、社区摸
排、实地走访等调查方式，共解决东城

辖区无户口人员 50 人。通过与市局
刑事技术部门之间的协作，对 9 个家
庭困难的无户口人员免费做了亲子鉴
定；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为回乡务工
人员以及学生办证60多个。

小事连民心，民心就是大事，为群
众办的每一件小事，看似微不足道，但
在群众心中，就树起警察的新形象。
张飞艳日复一日用热心和耐心把户籍
工作变成一个真正服务群众的窗口工
作，换来了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
任。东城分局户籍室也被辖区群众亲
切地称为“小燕子户籍室”。

如今，张飞艳对户籍岗位产生了
深厚的感情。户籍室是她生活的一部
分，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办理身份证、
为材料不全的居民办理落户手续，这
样的事张飞艳加班加点办了很多很
多。今年群众对“小燕子”户籍室满意
评价率为100%。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建新）机器、
设备、原料等已清理到位，裸露黄土部分全部覆盖
抑尘网，绿化复垦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6
月23日上午，记者在汝州市陵头镇与登封市送表
矿区交界处见到，两家存在严重污染的非法石料
场已经被彻底取缔。

分包该起案件的汝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史清
秀介绍，6月6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登
封市送表矿区与汝州交界处采石场扬尘污染严
重”的案件线索后，该市立即组织调查核实。尽
管发现举报件所涉及的污染企业并不在汝州市
辖区，但是，该市举一反三，进一步全面排查，并
对排查出的另外两家非法石料场进行取缔，使困
扰周边居民的粉尘、噪声污染得到了彻底解决。

汝州市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
办的整改问题，建立了由市四大班子领导包案的

“三级责任分解工作机制”，其中分包市领导对辖
区内相关案件负总责，乡（镇）、街道“一把手”为
案件办理召集人，行业相关委局“一把手”为案件
办理协助责任人，对案件逐一进行现场核实、办
理。

同时，由市纪委牵头成立6个案件督办组，对
交办案件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全面整改到位。

6月15日，汝州市委书记、市长陈天富实地督
导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整改情况。
对东建材市场和附近住宅小区污水管网无法接
入城市主管网，只能排入临时沉淀池的情况，陈
天富要求相关单位要高标准进行整改。目前沉
淀池内和周边垃圾已清理完毕，并进行消毒除味
处理，接入工程也正在昼夜施工。“对交办的问题
线索，要逐一详细核查，严格按标准立行立改。
对整改不力者，要对照‘三级责任分解工作机制
’，严肃追究责任。”陈天富说。

东城“小燕子”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杨
海斌）6月22日上午，许昌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五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
研究“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许昌市
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韩玉芬向市委
常委会汇报了自 2016 年最高法“用两
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重大决策部署
以来，全市法院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
绩、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并就如期
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任务，向市委提
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胡五岳对全市法院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做的大量工
作、取得的积极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就各级各部门支持法院解决执行难，
提出具体要求。

胡五岳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是建设法治许昌、诚信许昌、文明许昌
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
社会和谐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全力支持、配
合、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如期
完成；市政府和各级政府都要大力支持
启动“执转破”程序，消化执行不能的案

件；要建立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和信
息共享机制，将被执行人财产信息和失
信信息嵌入工作系统，真正实现“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结果；对失信被
执行人加大惩戒、曝光力度，促进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市中级法院要扛稳抓
牢主体责任，明确思路，细化措施，着力
提升执行工作的质效；市委政法委要担
负起牵头抓总、协调各方、督促落实的
责任；对拒不履行生效的裁判文书和拒
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部门和个人，纪
检监察部门要主动介入，严肃处理。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王峰 李明）6月22日，平顶山市委书
记周斌主持召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
平顶山市中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情况汇报，强力推进“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刘冠华、执
行局局长井慧宝汇报了全市法院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情况。与会市委
常委对全市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表示肯
定与支持，并分别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周斌在会上说，近两年来，解决执
行难问题关乎宪法和法律尊严、关乎社
会公平正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全市相关单位和部门要积极参与其
中。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市委政法委要牵头协调推进，纪
检监察、组织和宣传等部门也要紧紧跟
进，全市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要提高
认识，积极配合，各单位部门都要积极
参与进去，全力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法院自身要加强执行队伍建设，
要加强执行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人员
交流，选拔一批优秀干警充实执行队
伍；要打破固有模式，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确保如期解决执行难问题。

平顶山市市长张雷明要求，要举全
市之力解决执行难问题，要建立健全联动
机制，明确细化各相关单位职责任务，各
相关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配合法院执行
工作。同时，法院要为各单位履行职责提
供法律保障，定期会商，加强沟通协调。

平顶山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汇报

本报讯（记者 陈军 杨勇 通讯员 曹
继征）面包车因价格便宜、油耗较低、空
间较大等优点，受到许多司机的青睐。
不少车主买来新车后，喜欢给自己的车
窗贴膜，尤其是贴一些深色的太阳膜，这
样既能起到遮挡阳光的作用，又能保证
车内空间的私密性。可是，有些车主或
驾驶人却利用深色太阳膜的遮挡特性，

实施超员、运输危险品等交通违法行为。
为消除此类安全隐患，预防和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省公安交警总队组织全省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严格路面执法、严格车辆
查验、严格检验监管，集中整治面包车车窗
玻璃违法贴膜等交通违法。同时，将酒后、
无证驾驶面包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一并
纳入严管之列，采取广泛宣传与严格执法

相结合、设立临时执勤点与流动查缉相结
合等方法，动员群众自行拆除车窗贴膜，并
严格路面巡逻管控，严查严处面包车违法
贴膜等违法行为。据悉，自5月份集中行
动以来，全省公安交警系统共查处面包车
违法1.7万多起，其中违法贴膜360多起。

据悉，集中整治行动将持续到今年
年底。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遂旺尚明达)“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的各类
举报件，要第一时间接件、第一时间批转、第一时间
现场督察整改，把查办整改工作，作为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来抓，自我加压，铁腕执法，真正
抓牢抓实，抓出成效。”6月24日，安阳市委常委、滑
县县委书记董良鸿在该县现场督办环保问题时说。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后，滑县迅速召开
了全县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推进
会。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深入一线
督导督办、现场办公，认真落实案件办结工作。
截至 6月 23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该县
交办案件 23件，已核查办理 14件，其余案件正在
按照程序办理。

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对督察反馈问
题紧盯不放。滑县组织、纪检、监察、广电部门组成
联合问责组，持续跟踪问效，公开曝光污染企业。
对交办案件落实不到位、行动不迅速或者不整改、
假整改、应付整改、整改后群众不满意的，按照“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严格追查问责。

标本兼治。该县县委书记、县长率领环保、
公安、城建等部门人员，对污染防治工作所涉及
的重点区域、行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
和盲区。县政府下达“死命令”，要求各部门通力
协作，查清问题原因，确保一案一审、一事一查、
立整立改。

“切实把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协调保障和整
改落实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中心工作来抓。”该
县环保部门负责人介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和12
个督导组撒下更密的“网”，认真梳理滑县存在的环
境隐患，指导乡镇落实属地管理和网格化监管职
责，以此次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举一反
三发现和解决突出的环境隐患问题。

滑县：
拉网式排查 不留死角

汝州：
领导包案 全面整改

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我省依法严查面包车交通违法

确保如期解决执行难

许昌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执行工作 全市联动打出组合拳

重点查处车窗玻璃违法贴膜等行为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