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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石龙区政法机关

全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晓蕾）近期，
平顶山市石龙区政法机关立足职
能、多措并举，统筹抓好服务企业
复工复产各项措施的落实，为企业
复工复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法服
务和坚强保障。截至目前，全区 29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复
产，17 家拟培育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也全部复工复产，复工率均达到
100%，46 家企业员工返岗率达到
95.5%。
强化统筹协调。石龙区委政
法委专门统筹成立政法机关服务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专班，研究
解决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目前，工作专班
召开联防联席会议 4 次，研究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 2 次，深入企业现场
办公 6 次，为企业复工复产解决问

题 2 次，并赠送一次性口罩 150 余
个、消毒液 200 余斤。
强化矛盾排查。该区政法部
门 坚 持 推 广 发 展 新 时 代“枫 桥 经
验”，实地走访辖区内 57 家样本企
业，走访率 100%；全力排查涉企矛
盾纠纷，对排查出来的重点涉企风
险隐患，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
清单、化解清单，明确具体牵头单
位、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人。
强化网上服务。石龙区法院为
企业提供网上在线诉讼服务。区检
察院开通一站式、
全流程、
多元化的
涉企控告申诉绿色通道。区公安局
推行企业务工人员网上办、
掌上办、
预约办。区司法局畅通 12348 法律
服务热线电话，为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实时法律咨询。目前，该区政法
部门共解答法律咨询热线 35 人次，
办理身份证 168 张、临时身份证 25

张、
户籍业务 120 笔。
强化警企对接。该区政法部
门主动深入分包企业，问需求、听
建议、送法律，送平安，推行“企业
吹哨、主动报到”的工作机制，对企
业反映的问题，做到有问必答、有
诉必理、有纷必调、有难必帮，切实
做好对接帮扶和服务保障。目前，
该区政法部门共问询企业 18 家，收
集解决问题 5 个，起草、修改、审查
合同 5 份。
强化巡逻防控。该区政法部
门加大复工复产企业周边地区巡
逻防控力度，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
内部安防措施的检查及治安环境
整治，对阻碍企业复工，破坏企业
经营生产，扰乱企业生产秩序的违
法行为进行严密防范和重点打击，
出动警力 368 人次，有力维护了企
业正常的生产秩序。

夏艳让：

服务实战 服务基层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崔娜）近日，公安部档案局
为宝丰县公安局民警夏艳让颁发荣誉证
书，表彰其从事公安档案工作满 15 年，
为公安档案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夏艳让默默无闻在封闭库房里整
日守着，并整理完善着数万册档案资
料，她在公安档案工作岗位上一干就
是 15 个春秋。青春无言，她把细致和
汗水装订在一卷卷发黄的案卷里，用
超出常人的耐心整理记录、立卷归档，
珍藏最有价值的资料，准确高效地服
务实战，服务基层。
从一知半解到熟练操作及至耳
熟能详，从最初的手写笔填到如今的
电 子 档 案 ，实 现 了 脱 胎 换 骨 的 转
变。档案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规
范化、信息化，为宝丰县公安各项中
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和保障。
近年来，宝丰县公安局档案管
理在整个公安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是越来越突出，曾协助侦破“1996·
9·30”故意杀人案、
“1996·4·1”命
案，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挥显
著作用。
多年来，只要办案民警找到
她，简述案情后，她就能准确报出
所需档案的编号，快速调出相关
资料，为案件侦破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她从事
档案工作至今，先后为办案人员
提供有效档案 1640 余次，协助侦
破 50 余起疑难案件，有力助推了
宝丰县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档案工作的漫长道路上，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骄不躁，保
持良好心态，唯有如此才能有所
收获。”夏艳让说，从事档案工作
以来，有过迷惘，有过彷徨，但更
多的是坚定和自信，真诚地感到
“小档案、大天地、大作为”。

为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日前，平顶山市新华区检
察院检察长常辉前往多家企业走访，全面了解企业复工复
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及需要解决的困难，确保企业复工
复产有序运行。
通讯员 郭颖 李夏冰 摄影报道

舞钢市
深化
“三治融合”
基层治理全面提升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豪然）近年来，
舞钢市探索实施“三治融合”
“三调
联动”
“积分定优”
，
深入推进乡村社
会治理，
取得了一定效果，
公众安全
感指数持续上升，
2019 年舞钢市公
众安全感指数位居全省第5位。
该市积极探索实施
“三治融合”
基 层 治 理 新 模 式 ，做 到“ 三 个 突
出”。突出党建引领。该市通过深
入开展“先进党支部”、优秀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争创活动，
培养出一
大批先进村(社区)党组织、优秀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
夯实基层基础，
引领
“三治融合”
。
突出“三治融合”。自治，定好
村规民约，
执行好村规民约，
实现村
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
建立公序良俗。法治，
通
过丰富多彩，深入广泛的法治宣传
教育，
不断增强群众的法治观念，
形
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纠纷用
法的氛围。德治，通过推进新时代
农村文明传习中心（所、
站）建设，
开
展星级文明村、星级文明户“双评”
活动，开展好家风家训征集、
“好婆
婆、好媳妇”评选活动等，引导群众
向上向善、
孝老爱亲、
重义守信。
突出共建共享。该市拓宽社会
组织参与“三治融合”的渠道，鼓励
和引导老年协会、
文体协会、
调解组
织、
志愿者队伍、
爱心基金会等社会
组织，
在村（社区）扶贫帮困、
健康养
老、
纠纷调解、
预防犯罪等方面提供
多层次、多样化、高质量的社会服
务，
有效参与乡村治理。

院长开庭审理 4 案

近日，鲁山县检察院干警为 7 名困境儿童送去手机，
解决困境儿童上网课问题，并为他们送去口罩、消毒液等
防疫用品。
通讯员 李浩胜 摄影报道

3 月 24 日下午，
平顶山市在平安广场举行第二批返平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欢迎仪式。平顶山市公安局交警全程护航。众
多市民自发来到车队经过道路沿途、
平安广场，
手持国旗、
党旗、
标语迎接凯旋的白衣天使。
通讯员 王尧 摄影报道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黄自奇）3月23日上午，
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东高皇法庭开庭
合并审理4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该院
院长李俊峰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岳艳
艳、
张小磊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该 4 起民间借贷案件系发回重审
案件，
涉及遗产继承等法律关系，
当事
人争议较大。该案中 4 名原告称被告
的家人姜某生前共向其借款 51 万元，
2018年11月姜某因交通事故死亡，
后
与其遗产继承人姜某的妻子、子女 4
人协商还款不成后起诉至法院，
要求
被告偿还借款。考虑到 4 起案件被告
相同，
诉讼请求性质相同，
法院遂决定
4案一并进行审理。
庭审中，李俊峰归纳了借款真
实性、是否有遗产及 4 被告应否承担
清偿责任等争议焦点，并组织双方
当 事 人 进 行 充 分 、有 效 的 陈 述 、举
证、质证和辩论。 整个庭审过程条
理清晰、进程流畅、秩序井然，庭审
活动持续两个半小时，后合议庭宣
布休庭，
该案将择日宣判。
自今年以来，
该院院领导带头办
理各类疑难复杂案件，
院长李俊峰开庭
审理案件 12 件，
充分调动了全院干警
的办案积极性，
审执质效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