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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孙梦
飞）记者从昨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2020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0年，我省执法部门震慑环
境违法，守护蓝天白云，大气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2020 年，我省多项环境空气质量
指标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45 天，占比达
67.0%，较2019年同比增加52天，提高

14 个百分点；全省优良天数增幅在全
国最多，比全国均值多35天。

据介绍，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污
染防治攻坚战。省污染防治攻坚办采
取生态环境、公安、检察等联合执法，
组织地市异地互查执法，暗查暗访突
击执法等方式，开展全省排污单位一
体化专项执法、环保领域扫黑除恶专
项整治等多个执法行动。

全省各地紧密结合实际，积极开

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期的专
项执法和属地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2020年全省共出动执法
人员 93.9 万人次，检查各类污染源
36.8 万家次，查处纠正环境违法行为
56553 起，立案 12332 起，罚款金额
4.62 亿元，其中，按日连续处罚 20 起，
查封扣押523起，关停取缔1724家，查
处环境犯罪案件 79起，有效遏制和震
慑了环境违法。

“别着急，你先回去找原来的老
板签个字，拿着那份证明直接来找
我，我帮你协调解决，这是我的电
话。”近日，记者来到辉县市调解中
心，调解员武扬峰刚接手了一件劳务
纠纷事件，安抚好信访人情绪后，他
耐心地给当事人“出谋划策”，整个调
解过程不到20分钟。

武扬峰是一名已经退休的人民
教师，2019年8月辉县市调解中心成
立后，被聘任为民调员，和他一样参
与调解工作的还有 4 位调解员。采
访当天，调解中心的3间调解室都坐
满了人，但不见吵闹现象，也无嘈杂
的声音，调解员们热情地接待，氛围
温馨和谐。

“以前要解决问题，得先找乡镇
（办事处），再去信访局，由他们联系
负责的单位。现在直接来调解中心
就行，调解员全程跟进处理。”市民张
女士告诉记者。

2019年8月12日，辉县市调解中
心正式成立。该调解中心是直接接
待群众、帮助解决群众问题、办理群
众事情的地方，自去年 8 月挂牌以
来，信访干部本着群众问题无小事的
原则，在细微处守初心、担使命，积极
维护信访群众合法权益，设身处地为
群众着想，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
干部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让
群众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更多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经过不断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实
践，中心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以用法、
理、情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新路子，
为维护全市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
献，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和好评。中心
成立至今，已调处邻里纠纷、劳务纠
纷、征地拆迁等各类矛盾纠纷案件
215起，调解成功率61.86%。

“调解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大家
心里都没底，所有的方式方法都要慢
慢摸索，但经过这一年，调解成功的
案件越来越多，我们的调解员也越来
越有经验，信访量也明显下降了很
多。”辉县市信访局局长石玉芳告诉
记者，现如今，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增
多，不同诉求主体对社会矛盾纠纷化
解的要求越来越多，涉及的内容也愈
加复杂。

对此，辉县市信访局把信访工
作、人民调解与乡镇工作有机结合，
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改变了群众有问题得“来回跑”“反复
跑”“多头跑”“难解决”的现状，为群
众提供了专业化、“一站式”矛盾纠纷
解决服务，方便群众办事，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同时，他们坚持发扬“枫桥经
验”，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所有调解
案件均实现了零反悔、零上访，在调
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
作出了突出贡献。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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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
直接来调解中心就行

我省去年好天同比增加52天全省各地严打
环境违法行为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
1月 11日，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在我省信阳市召开豫鄂淮
河等跨省河段（水域）采砂联合监管协调会，河南省水利厅、
湖北省水利厅以及南阳市、信阳市、随州市、桐柏县、浉河区、
平桥区、随县等三市四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研究分析了当前淮河河道采砂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新要求，就淮河等跨省河段（水域）采砂管理的成效做法、存
在问题及下一步联合监管、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等
进行了座谈交流。三市四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签署了
跨省界河段（水域）采砂联合监管协议。

建立淮河等跨省河段（水域）采砂联防联控机制，将进一
步巩固淮河流域河道采砂有序可控的局面，为维护跨省河段
良好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对标
榜样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芳）近日，
最高法发布《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
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的决定》，我省有 4
个集体、15名法官获誉。

全国优秀法院
信阳中院、巩义市法院、
宜阳县法院、汝南县法院

全国优秀法官
南阳中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刘沛
焦作市解放区法院执行局 宋海燕
鹤壁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骆慧杰
平顶山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谢小丽
省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蔡智玉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2018-2019年度）
许昌中院第一巡回审判庭 马俊勇
商丘中院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审判

庭 许玉霞
郑州中院信访处 李伟
濮阳市华龙区法院立案庭 张帆
周口中院少审庭 张亚敏
漯河市召陵区法院万金法庭 张啸飞
新乡中院行政审判庭 张彩霞
安阳中院金融审判庭 赵中友
尉氏县法院刑事审判庭 戚振岭
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刑事审判庭 崔云飞

本报驻马店讯（河
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
讯员 白云峰）近日，省
政府办公厅下发通报，
驻马店市深化“放管服”
改革用法治打造“最好
营商环境”等 3 项工作
受到省政府办表扬。

据悉，驻马店市坚
持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突
破口，着力营造阳光透
明高效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坚持依法行政，筑
牢法治保障。领导干部
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落实重大行政决策
经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
会议讨论制度，完善重
大决策决定工作机制，
提升政府公信力；坚持
规范创新，严格行政执
法。创新开展法治体检
活动，强化行政执法监
督。印发处理办法，坚
决制止工作人员存在的

“庸、懒、散、乱、慢”等问
题，将法治政府建设纳
入市政府日常督查考
核，形成了善作善成的
高效工作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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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鄂两省建立跨省河段（水域）河道采砂
联合监管机制

联防联控 联合执法
信息共享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东）冬季
取暖，莫忘安全。记者昨日从省应急管理
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专门发出通知，
要求在全省组织开展取暖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冬季取暖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将对使用木材、木炭、
煤气等取暖的居民住所进行全面排查，切
实做到取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覆盖、不
留死角。应急、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
加强对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监督检
查和监测，气象部门建立健全气象预警机
制，加强对有关气象要素变化及可能带来
影响的观测和分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加
强对城镇燃气和集中供热管网的安全管
理，加强日常巡检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严格执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我省开展冬季取暖
安全风险隐患整治

【信阳中院的相关报道见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