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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相山公安分局在全市公安机关“三打击一整治”（打击传统盗抢骗、打击金

融网络诈骗、打击网络贩枪和整治治安突出问题）百日攻坚行动中，组织治安、巡警、经侦、国

保、刑侦和派出所等多警种对辖区治安乱点进行为期两天的大型统一清查行动。

此次行动共投入200多名警力，分14个小组对治安乱点国购小区11栋居民楼6000多

住户和58个沿街门面进行拉网式清查，重点进行“一标三实”（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

屋、实有单位）信息采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重点场所、流动人口管理，进一步净化社会

治安环境，持续保持严打各类违法犯罪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图为公安民警对隐藏在居民小区楼内的玩网络游戏的人员和物品进行清查。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陈向龙

本报讯 11月 7日， 相山
区曲阳街道办濉河社区联合该
社区卫生服务站， 在水清木华
小区举办了一场 “义诊进社区
健康伴你行”主题活动，宣传文
明健康生活理念， 引导居民提
高健康意识， 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尽享优质方便的服务。

“您的血压正常，平时要注
意饮食、 作息规律……” 活动
中，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为

居民免费量血压、测血糖、进行
义诊， 耐心解答居民咨询的各
种健康问题， 并认真讲解了高
血压、糖尿病等多发病、常见病
的并发症和防治方法， 普及医
学常识和健康知识。

社区卫计员则将《公民健
康素养 66 条》 手册发放到居
民手中， 宣传生殖健康保健
知识和相关卫生计生政策 ，
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 让居民感受到社区的贴
心与关爱。

本报讯 11月 5日， 烈山区法院
组织巡回法庭， 深入辖区古饶镇山西
村开展巡回审判， 在一天时间内对该
村发生的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件进行
了审理，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减轻
了群众讼累。

该批案件源自 2014 年的粮食买
卖合同， 被告徐某曾陆续向古饶镇山
西村的 44位村民收购粮食，其打下欠
条并约定了给付钱款期限， 但欠款到
期后， 徐某数次拖延给付直至下落不
明，村民们整年的辛苦劳作打了水漂，
故诉至法院。

鉴于这批案件关系到群众的切身
利益，且人数众多影响面广，区法院高
度重视，全力推进案件审判工作。受理
案件后， 立刻指派资深法官组成审判
团队，由庭长担任审判长，合议庭成员

认真阅卷，找准案件争议焦点，制定工
作预案，力促案件妥善解决。合议庭将
法庭搬到山西村村部， 依法快速审理
这起案件， 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参加
诉讼。 此外，这批案件虽然诉请不一、
标的不同， 但合议庭在充分研判案情
的基础上， 将之分为三组分别开庭审
理，同时简化诉讼程序，在一天的时间
内就全部审理完毕， 庭审过程有条不
紊， 赢得了当事人及旁听群众的广泛
赞誉。

近年来， 烈山法院一直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不断延伸法院审判职能，将
巡回审判作为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举
措，不断加大巡回审判力度，力争让更
多群众耳闻目睹法庭审理过程， 既能
够保证庭审的公开、透明，又让群众零
距离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权威，同时减
轻了群众的诉讼负担， 有效地扩大了
庭审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1月8日，市委党校第8期科级干部进修班赴小岗村异地学习，通过听讲

解、看实物和历史图片，深切地感受学习老一辈人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所做出的

无私贡献，展示了不畏艰难、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大无畏精神。

■摄影 记者 张纪影

本报讯 “这毛衣真漂
漂！ ”“很暖和，谢谢！ ”11月 8
日上午，冬雨飘摇。 在淮北市
华孚色纺有限公司“雪莲花之
家” 却洋溢着温暖和幸福，新
疆女工们从市妇联和招商银
行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件件
织好的毛衣，感激地说。

丝丝爱心，缕缕真情。 当
日，市妇联联合招商银行淮北
分行在此举办 “亲情一线牵
爱系雪莲花”淮北市“恒爱行
动”爱心毛衣捐赠活动。

“恒爱行动”是恒源祥集
团联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各地
妇联面向全国各省共同发起
的大型公益行动，旨在动员社
会各界关注贫困家庭，用爱心
让贫困家庭感受到祖国大家
庭的温暖。 自 2014年，安徽省
连续 4 年开展了 “恒爱行
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
公益活动，通过活动搭建起各
民族家庭之间爱心互助、情谊
连接的平台，促进内地家庭和
新疆少数民族家庭之间建立
友情、传递暖情、植厚亲情，体
现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一家亲
的根本内涵。

今年 10月初， 市妇联积
极申领爱心毛线 500斤，赠送

给招商银行淮北分行的爱心
家庭。招商银行的爱心家庭们
积极响应， 从图案设计到编
织、从发放毛线到回收都倾注
了满满的真情， 一个月以来，
她们一针一线编织起 200 件
温暖的爱心毛衣，在寒冬来临
之际赠送给华孚色纺有限公
司 180余位新疆女工们，温暖
她们在异乡打工的日子。

“淮北好！ 比家里好！ ”17
岁的新疆女孩小艾闪烁着明
亮的大眼睛开心地说。 红的、
绿的、黄的……穿上招商银行
爱心家庭精心编织的毛衣，新
疆女工的脸上洋溢着甜蜜的
笑容。

市妇联副主席丁丽徽介
绍道：“毛衣虽轻，寄托着社会
的关爱， 体现着家庭的温暖。
大家共同努力， 用爱的情怀、

爱的力量、爱的行动，把这件
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做好，
让新疆姑娘们在寒冬里感受
到爱和温暖。 ”

亲情一线牵 爱系雪莲花

200件爱心毛衣温暖新疆女工

本报讯 棚户区改造中，涉及拆迁
的商铺房比普通住宅补偿的拆迁款
多。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打起小算
盘，伙同他人通过非法途径伪造公文，
擅自将房屋改成商住，后来事情败露。
近日， 濉溪县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涉嫌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提起公诉， 法院
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千元。

2016年 8月， 张某及其姐姐张某
某（已判刑）的房屋面临棚户区改造拆
迁。 为使各自的房屋能按商铺的标准
进行赔偿，张某某于 11月的一天联系
制作假证人员， 要求为其和张某各办
一个规划许可证，注明“商住”。后制假
证人员伪造了盖有 “濉溪县建设委员

会规划许可专用章”的通知书两份，落
款时间分别为 1989年和 1990年。 次
年 8月， 张某二人把这两张假证交到
濉溪县某棚户区改造办公室， 要求按
照商业用地标准赔偿其被拆迁房屋。
经查证，濉溪县建设委员会于 1996年
设立， 该二人所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
通知书系伪造。 后张某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张某伙同他
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 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和信誉， 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
公文罪。在共同犯罪中，张某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
犯罪处罚； 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系自首，根据张某的犯罪情节
和悔罪表现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整治乱点

巡回法庭进乡村
便民利民暖人心

伪造公文 欲套拆迁款
行迹败露 姐妹俩获刑

党校学员赴小岗村学习

义诊进社区 健康伴你行

试试毛衣合适不？

■记者 陈洪 通讯员 丁娜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李锋博
实习生 刘昭钟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张锋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韩培

本报讯 相山区民政局创
新监管方式, 通过搭建核对平
台、引入第三方监管,核准低保
户信息,1-10月份,全区停保545
户1025人。

今年以来,为让阳光低保惠
及真正有需要的人,该区大力构
建政策宣传“大平台”,依托政务
公开网、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
布最新低保政策。 建立经济状
况核对平台,与公安、工商、房管
等多个部门实现婚姻状况、房
产、车辆等多个信息实时比对、

准确更新,提高救助精准度。 同
时,积极与扶贫部门对接,加大
农村低保对象与建档立卡对象
的信息共享。 今年,全区新增低
保310户、577人, 全部经过核对
平台核查,覆盖率达100%。

推进办理过程“大公开”,对
新申请办理低保的对象,低保中
心实行100%上门核查, 与申请
人见面, 严格执行民主评议制
度。 建立城乡低保经办人员和
村(居)民委员会干部近亲属享
受低保备案制度,对涉及的“关
系保”“人情保” 等不符合条件
的对象坚决取消。

相山区民政局多举措打造阳光低保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娄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