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辖区企业
开展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为切实筑牢辖区消防
安全屏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连
日来，镇平县公安局航天治安大
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重点企业进
行了安全大检查，为企业安全生
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大队大队长李强带领民警
深入辖区重点企业的生产车间和
要害部位进行安全大检查，重点
查看了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
应急照明灯、灭火器配备情况，检
查了消防通道、消防设施运行情
况以及用电安全等情况，同时查
看了消防安全检查、巡查记录、消
防安全制度、人员值班等制度的
执行情况。检查过程中，民警对
企业从业人员使用消防器材、人
员疏散常识和三防技能进行了抽
查，并结合检查结果指导企业负
责人切实做好消防安全监管工
作，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之后，民警与企业安全负责
人围绕内部安全生产进行深入
交流，并结合近期发生的电信网
络诈骗案例，提醒他们要提高警
惕，增强防范意识，守好自己的
钱袋子。

此次安全检查进一步加强
了警企之间的沟通协调，及时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增强了企业负
责人及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民
警同时提醒企业负责人在今后
的生产过程中，要常态化开展风
险隐患自查整改，切实将各项安
全措施落到实处，严防各类事故
发生。 （王小平）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乔瑞锋）为深入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鄢陵县法院积极主动做好信访
当事人回访工作，对已了结的信访
案件开展回访活动，不断提高信访
案件办理质效。

6 月 9 日中午，鄢陵县法院执行

局局长程松峰、综合科副科长陈磊和
执行干警秦英杰一行，分别走进信访
人李先生、蒋女士和蒋先生家中，开
展专案回访，面对面、零距离听取信
访人对案件解决情况和办案效果的
评价。

回访中，程松峰认真征求信访人
对案件办理情况的意见和建议，与信
访人开展了一次暖心的交谈，并根据

信访人对信访事项办理满意程度和
思想动态及时进行释法明理。信访
人表示对案件的处理非常满意。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开展带案
下访，通过回访信访当事人等形式，
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有效
架起与群众的‘连心桥’，努力实现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程松峰说。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6月19日上午11时，在
鹤壁市淇县红旗路淇县县委党校三楼会议室公开整体拍
卖河卵石一批（以实物现状为准）。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1年6月18日17时前向本
公司咨询详细情况，并向我公司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
（户名：河南省宝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财富广场支行，账号：1702 0293 0920
0685 250，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
还），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转账凭证办理竞买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6月17日-2021年6月18日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 系 电 话：13939025529 周先生

15981997711 杨女士
公 司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72号2号楼

14层1411号
河南省宝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交警执勤“护学”
幼儿写信致谢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周学
峰）6 月 3 日 12 时 15 分许，夏
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骆集中
队指导员项阳正在孔祖大道
北段圣源学校“护学岗”执
勤。这时，一名身穿校服，年
龄五六岁的小女孩向他跑过
来，行了个少先队员队礼后
将两张纸条塞到他的手中，
说“警察叔叔，你快看看”，还
没等项阳看清小女孩的容
貌，她就跑开了。

项阳疑惑地打开手里的
纸条，经他仔细辨认，孩子用
拼音与汉字组合拼写了一份
感谢信：“谢谢你，警察叔叔，
天天保护着我们。”看到这封
感谢信，想起小女孩童真的
笑脸，项阳瞬间被感动。项
阳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站
好自己的‘护学岗’，确保学
生上放学期间出行平安。”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黄健）6
月 1 日，桐柏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法
官网上开庭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小额
诉讼程序案件，全程用时 15 分钟，实
现了快审快结。

该案系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原告殷某系湖北人，被告熊某系
桐柏人，双方原均在浙江某工厂务

工，系同事关系。2020 年 3 月 6 日，
被告熊某通过微信向原告殷某借款，
殷某向熊某转账1万元。后经殷某催
要，熊某通过微信偿还了 5000 元，剩
下的 5000 元熊某一直以各种理由推
诿不还，并将殷某“拉黑”，导致殷某
无法联系他。无奈之下，殷某通过中
国移动微法院起诉至桐柏县法院。

该院立案庭程序分流员认为，本

案标的额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属于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
给付类案件，可依法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该案排期开庭后，原告提出
因在外地务工，申请网上开庭，庭审
当日承办人通过网上开庭，经过 15
分钟的法庭调查，承办人认为本案事
实清楚，遂当庭进行了宣判，实现即时
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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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案下访 倾听群众呼声

网上开庭 快审快结增质效

◀6月9日上午，扶沟县检察院组织
干警走进辖区一小区，开展反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进社区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
参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良好氛围。

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葛
清华 摄影报道

▶6月8日下午，在三
门峡市陕州中学门外，坐在
父亲肩头的萌娃成为临时
消防宣传“大使”，萌娃萌语
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学
习了消防安全知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
建刚 通讯员 张平乐 摄影
报道

▶为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
犯罪的打击力度，近日，新密市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频出妙招，开启让群众“看
得见”“扫得真”“防得住”的防骗宣传模
式。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通讯
员 赵京亚摄影报道

体彩系统涌现出很多攻坚克难、
奋发有为的党员榜样，他们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干好工作，展现出新时代共产党员的
风采。

甘当雄安体彩“拓荒牛”

2019 年 3 月，时任河北体彩中心
保定分中心主任的张星来到雄安新区
负责筹建体彩分中心的工作。作为有
着 16 年党龄的党员，张星从接到任务
的一刻，就深知此项工作至关重要，他
下定决心，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也
要按时完成任务。

从规划、选址到装修、调试，张星忘
我地投入工作，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接下来，体彩队伍建设的问题又迫在
眉睫。筹备初期，具体推进筹建工作
的只有两名员工，经过河北省体彩中
心专岗征聘，张星开始强化对新人的
培训、考核，并抽调保定中心的骨干
力量，在实习岗位上“传、帮、带”，以最
短的时间，完成了首批雄安体彩工作人
员的上岗培训。

2020年1月初，河北省体彩中心雄
安中心正式揭牌办公。“经省体育局批
复同意筹建雄安中心，实际筹建仅用了
9个月。以这样的‘雄安标准’‘雄安速

度’作为工作准则，才能让体彩事业搭
上雄安发展的快车。”张星激动地说。

做业务和公益“多面手”

每天 8点前，山西体彩中心运城分
中心主任裴旭科就会来到办公室，开始一
天的工作。在同事眼里，他对工作总有股
拼劲儿，数十年如一日扎根业务一线。

有着 20 年党龄的裴旭科在 2007
年加入体彩，一干就是 14 年。裴旭科
是位“多面手”，在多渠道发展实体店规
模、扩大体彩公益性宣传等重点工作
中，他有创新、有方法。在体彩实体店
管理方面，他发挥团队力量，实行专管

员包片负责制，明确服务内容，明确标
准要求。另外，他建立了实体店帮扶
制度，要求“专管员掌握服务实体店的
运营销售情况，帮扶销售能力欠缺的
实体店。”

裴旭科在业务上是“多面手”，做
公益同样不含糊。2020 年初，他倡议
全市体彩实体店汇集 3.1 万元爱心捐
款支援抗疫前线；多次组织代销者开
展爱心志愿活动……裴旭科说：“党
员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群众服务，
为基层解难，通过日常的一件件工
作，发挥党员应有的作用。”

（羊蓉）

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 体彩党员不畏艰难奋勇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