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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最高人
民法院新闻局、执行局，省高
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十七期
“决胜执行难” 全媒体直播
活动走进烈山区人民法院，
对该院开展的 “保护民营企
业” 专项执行行动进行现场
直播。

活动中，烈山区法院 61
名执行干警冒着严寒整装出
发，16 辆警车兵分三路奔赴

执行现场，对涉民营企业债
权案件开展集中攻坚行动。
慑于全媒体直播的强大压
力，淮北某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江苏某集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当
场达成执行和解，被执行人
自动履行了剩余债务；被执
行人王某某通过其亲属向申
请执行人转账，促使一起涉
民营企业债权执行案件得以
圆满解决。

此次行动共执行涉民营

企业案件 7 件，执结 4 件，执
结标的总额达 600 余万元，
拘传被执行人 5 名、拘留 4
人。

本次直播活动持续近
2 个小时，部分省、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全程监督
见证执行，人民日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法院
新闻传媒总社等 80 余家
新闻媒体全程参与报道，
1000 余万网友在线观看直
播。

本报讯 “1 万元对于普通家庭
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身患右乳浸
润癌急需用钱的我来说，这就是雪
中送炭的救命钱啊！”1 月 11 日上
午，捧着市妇联送来的 1 万元的公
益救助金，濉溪县刘桥镇留古村 49
岁的村民吴淑华声音哽咽。

当日，全国妇联“农村贫困母
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资金淮北市发放仪式在濉溪县举
行。“今年的救助与脱贫攻坚紧密
结合，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两癌’ 患病妇女实现救助全覆
盖。”市妇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及救助工作。2018
年，市妇联争取到全国妇联“农村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 22 万元，救助农村贫困“两
癌”患病妇女 22 名。近 5 年来我市
共争取 100 万元资金，对 100 名农
村贫困“两癌”妇女进行了救助。

室外寒风瑟瑟，室内暖意融融。
现场，市妇联还为“两癌”妇女们送
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一早就在
外甥女陪同下赶来的杜集区段园镇
大庄行政村菜园村村民马冬梅，激
动地说：“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

据介绍，为解决农村贫困母亲
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救助的困
难，2009 年由全国妇联发起设立了
“贫困母亲 ‘两癌’ 救助专项基
金”，财政部每年拨付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
育彩票），对患“两癌”的贫困农村
妇女进行每人 1 万元救助。

本报讯 1 月 11 日，淮海路幼
儿园举办经典诵读比赛，全校 300
多名孩子参加了本次活动。

近年来，淮海路幼儿园注重传
统文化教育，将“经典诵读”列入日
常教学当中，《孝经》《弟子规》

《三字经》 等当作教材。当天的比
赛，孩子们以班级为单位，分别进行
了朗读、背诵、表演等。幼儿园负责
人郑丽丽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年
龄最小的 2 岁，最大的还不到 6 岁。
通过经典诵读课程和比赛，提高他
们的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有助身
心健康，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本报讯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支队共接到 27 件
装饰装修投诉举报案件。经现
场勘查，对部分装修住户下发
限期整改通知书，破坏、拆改房
屋结构也按照要求恢复到
位。”1 月 8 日，市房地产管理
监察支队负责人介绍道。

2017 年 10 月，原隶属于
市房管局的市房地产管理监
察大队因整建制划入市城管
执法局，更名为市房地产管理
监察支队。一年多来，这支只

有 5 名执法人员的队伍认真
落实有关房产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制度，强化队伍自身
建设，努力提高队伍整体素
质，严格按照有法可依、执法
必严，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
原则，多措并举加强房屋安全
使用管理，充分发挥政府房管
支队的职能作用，保障居民财
产安全。

加强房地产中介市场行
业管理，整顿和规范房地产交
易秩序，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是
支队工作之重。2018 年，支队
重拳出击开展房地产中介市
场专项整治，整治范围包括在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
册，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
有“房地产中介、房地产咨询、
房地产（房产）经纪、房地产
顾问、房地产信息”等中介字
样的机构、包括已在房地产主
管部门备案和尚未履行备案
手续的房地产中介（经纪）机
构。通过对专项整治，对涉嫌
违规、违法的中介机构立案查
处。针对部分物业公司“只收
费，不服务”的不良现象，支队
联合市房地产管理局物管办
及区物管局对全市 73 家物业
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加强了物
业服务行业管理，整顿和规范

物业服务市场秩序，维护了小
区业主的权益。

执法中遇到重大行政处
罚案件，支队通过重大行政处
罚案件集体讨论会议制度，准
确有效实施行政处罚。仅去
年，支队就对淮北光大房产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违规签订房
屋买卖居间合同行为处以 1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房地
产经纪人孙某处以 1 万元的
行政处罚。淮北创新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 “丽水园三期项
目”，因违规将未经验收的房
屋交付于住户使用，被支队处
以 15 万元的行政处罚。对因

违规将未经验收的房屋交付
于住户使用的 “淮海翰府”
“淮海御府”项目，支队查实
后分别对淮北联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处以 23 万元、对
淮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处以 21 万元的行政处罚。

“成绩属于过去，新的一
年房地产管理监察工作任重而
道远。”支队负责人表示，将全
力推进“强转树”行动 ，做强
队伍建设、做实作风转变、做优
城管形象，树立“以人为本、文
明执法、依法治城、和谐共享”
的执法理念，促进执法工作出
经验、出亮点、出成效。

本报讯“平时都说咱淮北好人
多，这次我算是真见识了，结果还因
为我丢手机这事让两个不同的好心
人闹出了误会，真是不好意思。”近
日，满怀感恩的市民徐女士向记者
诉说了自己因丢手机而遇到的一件
好人好事。

1 月 10 日上午 10 点钟左右，
市民徐女士在高岳路朝阳医院附
近的公交站台追乘一辆 1 路公交
车，在徐女士上车行驶途中，旁边
一辆 17 路公交车一直和 1 路车并
排行驶并始终占据车道，意图不让
后车超车。工号为 2277 的 17 路车
司机在行驶中开始向 1 路车司机
隔窗喊话，两位公交司机交流结束
后，两车都渐渐停了下来。1 路车司
机开始询问徐女士是否丢失了手
机，这时徐女士才发现自己口袋里
的手机真的遗失了。1 路车司机告
诉徐女士，据 17 路车司机跟他喊

话说，后面有一辆白色私家车车主
捡到了其手机，并且一路想要踩油
门超车逃跑，结果始终被 17 路车
司机堵在车后。目睹了捡拾手机全
过程的 17 路车司机让徐女士赶紧
去找白车司机讨要手机，并表示其
不会让私家车车主跑掉，且自己愿
意为其作证。

当徐女士下车走到白色私家
车跟前时，私家车车主也下了车。
还没等徐女士开口，私家车车主就
着急地表示，自己第一时间捡到其
手机后，就一直想超车跟 1 路车司
机对话，并且还摇下了车窗挥手示
意，可惜 1 路车司机非但没看到他
挥手，反而自己一直被那辆 17 路
车堵住了车道，始终无法超车。听
到这里，徐女士抱歉地笑了，分别
向两位司机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致
歉，并解释了事情的始末。听到徐
女士的解释后，大家瞬间明白了，
原来这是一场因为争着做好事而
引发的误会。

本报讯 1 月 10 日，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为切实保障雨雪冰冻
天气市场供应，应对降温天气可能
引起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异常波动，
该局全力以赴做好粮油、蔬菜、蛋、
奶、肉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保供
工作。

据悉，市商务局动员我市商贸流
通企业大量采集货物进入市场，保证
全市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充足供应，
并且加大对农产品的储备力度。

目前，中瑞农产品批发市场储
备各类蔬菜 900 吨左右、水果 1050

吨左右、水产 120 吨左右、大米
1200 吨左右、面粉 300 吨左右、食
用油 320 吨左右、鸡蛋 20 吨左右、
猪肉 40 吨左右、盐 10 吨左右、糖
220 吨左右、其他各类食品 800 吨
左右；真棒超市储备各类蔬菜 27
吨左右、肉类 25 吨左右、米面 115
吨左右、食用油 260 吨左右、蛋类
100 吨左右、水产 4 吨左右、牛奶
90 吨左右、水果 23 吨左右、盐 15
吨左右、糖 80 吨左右；大润发超市
储备大米 32 吨左右、食用油 288
吨左右、肉类（含冷冻禽类）13 吨
左右、奶制品 12.5 吨左右,确保我
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不脱销，不
断档。

本报讯 近日，商务部办
公厅公布 2018 年绿色商场创
建单位名单，安徽快乐真棒商
贸集团天骄店名列其中，这是
我市商贸流通企业首次获评
“国家绿色商场”。

“绿色商场”创建工作是
商务部落实党的十九大推进
绿色发展精神、落实新发展理
念的重要工作。“绿色商场”
是一批集绿色产品销售、绿色

技术应用、废弃物回收于一体
的商贸零售企业。通过构建绿
色供应链，销售安全健康的绿
色商品，提供绿色服务，保障消
费者的消费安全和消费品质。

近年来，真棒集团通过积
极构建绿色供应链，销售安全健
康的绿色商品，提供绿色服务，
保障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和消费
品质，同时宣传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严格执行“限塑令”，严格
进行废弃物回收，对消费者起到
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
烈山分局收到举报，有人在烈
山区民居内制造销售疑似假
酒。经对线索分析研判，烈山分
局刑警大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侦
办，于 1 月 8 日，在烈山区将制
造销售假酒的嫌疑人代某某抓
获，现场查获大量制作好的成
品某品牌假酒以及包装盒，价
值 10 万余元，成功打掉一个销
售制造假酒的窝点。目前，犯罪
嫌疑人代某某被依法刑事拘

留。
去年 12 月以来，烈山公

安分局刑警大队在工作中收
到“有人在烈山区虎山电厂附
近民居内生产销售疑似假酒”
的举报线索。收到举报后，警
方迅速对线索进行初步的分
析研判后，进一步摸排深挖，
打源头，挖下线，力争打掉该
制假窝点。

在涉及该酒酒厂打假办的
积极配合下，通过一个月的调
查摸排，警方基本确定烈山区
男子代某某有重大嫌疑。1 月 8
日，在位于烈山区宋疃镇的一

民房内将正在制造假酒的代某
某抓获，现场查获大量制作好
的成品某品牌假酒以及包装
盒，案值 10 万余元。制作假酒
作坊的环境及卫生条件极差，
也无任何营业证照。民警现场
依法对查获的假酒、包装箱、生
产工具等进行了扣押。代某某
对自己制造销售假酒的行为供
认不讳。

据代某某交代，其租用的
民房共有两处，一处位于古饶
镇内，作为储存制造假酒的酒
瓶及包装盒的仓库。酒瓶是代
某某从濉溪县某处收购的旧

瓶，包装盒均是其从山东某处
购买，从外观上与品牌酒难辨
真假；另一处为代某某的作坊
所在地，位于宋疃镇。其制造假
酒所用的设备从河南购买。就
是在这里，代某某用 10 元一斤
的散装酒，灌装制造假冒高档
酒。通过物流渠道及与饭店商
店直接交易等方式发货，以次
充好，赚取差价，获得高额利
润。

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
条规定，代某某因涉嫌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被烈山分局刑
警队刑事拘留。

该品牌酒厂打假办称，代
某某的行为给酒厂的利益和品
牌形象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危
害，要是让这个制假窝点继续
长期存在，对酒厂的影响是无
法估量的。他们对烈山分局刑
警队及时打掉这个制假窝点，
保护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表示感谢。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购买
酒品时尽可能到正规市场。对
于来源不明、价格明显低于市
场价的酒品，应提高警惕，不要
贪图便宜。希望广大市民积极
举报制、售假窝点线索。

查处违规装修 整顿中介 规范物业

市房产监察支队多措并举保护百姓权益

烈山警方端掉一处生产销售假酒窝点
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案值 10 万余元

不用看雨雪脸色
我市副食品供应有保障

快乐真棒天骄店获评
商务部2018年“绿色商场”

女子追乘公交丢手机
私家车主做好事被误会

淮海路幼儿园
举办经典诵读比赛

我市 22 名农村“两癌”贫困妇女
每人获万元救助

1000余万网友在线观看
央视全媒体直播烈山区法院执行行动

集中悬挂光荣牌
为大力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加强军人荣誉体系建设，按照国务院办公厅《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

法》和省市工作部署，1月11日上午，杜集区在全市率先召开为烈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集中悬挂光荣牌工作会议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陈明月,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赵靖,区民政局副局长姚敬淑，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三镇两办分管领导、退

役军人服务管理站站长，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陈明月为6位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代表授“光荣之家”牌匾。

图为会后陈明月一行为烈军属和退役军人代表家庭悬挂“光荣之家”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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