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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在派出所包饺子。

除夕是万家团聚的日子，可有这样

一群人却无法和家人团聚，他们默默地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随时准备着处置警

情。2月4日，除夕，记者来到市公安局

相山分局古城派出所，用相机镜头记录

基层民警们怎样度过紧张忙碌的除

夕。

今年是淮北市主城区禁放烟花爆

竹的第一年。全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

警力全部下沉到基层一线，实行24小

时值班备勤和巡逻防控。从大年三十

早上起，古城派出所的民警就分组深入

各个社区和小区开展烟花爆竹禁放宣

传巡查和治安防控工作，他们连年夜饭

也只能轮流分组吃，饭后又分赴辖区重

点区域进行巡逻和值守。据悉，除夕之

夜，我市主城区共有1600多名公安民

警和辅警坚守在全市安保工作的第一

线，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换来了城市

的安宁与祥和。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派出所
民警的除夕

本报讯 “尊敬的李女士，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已成功为
您办理‘房产+用电’联动过户
业务，您可以及时关注安徽电
力微信公众号， 轻松实现 12
种简单用电业务一次都不
跑。 ”随着该信息的发送，国网
淮北供电公司首笔 “房产+用
电”联动过户业务于春节前办

理成功。
去年以来，淮北供电公司

营销部市场室积极对接省公
司营销部、市房产局、不动产
登记中心，整合与不动产过户
紧密联系的用电过户业务流
程，同时充分考虑信息传递的
安全性、合规性、快捷性，构建
联动过户模式。 据了解，客户
在申请房产过户时， 仅需在
“不动产登记申请受理通知
书”中自愿勾选“用电联动过

户”选项，淮北供电公司以国
土部门线下传递的居民房屋
权属过户申请信息作为联动
过户的启动条件，实现信息互
认过户业务联办，同时节省了
供电服务人员在交易大厅前
台值班的人力资源，打造了联
动过户业务办理的 “淮北模
式”。

与此同时，市国土局委托
苍穹公司开发数据融合技术
支持系统将于今年 5 月底上

线，且该系统已为水、电、气及
闭路电视预留接口。 届时，将
打通政企数据共享通道，国土
资源部门在客户申请办理房
产过户且完成后台审核后，将
过户双方信息通过数据通道
推送至营销服务系统，完成姓
名、地址、身份证号等关键信
息的自动匹配和户号锁定，以
线上办电方式完成电表过户。
同时，电子合同、电子预付费
协议等功能也将加快普及应

用。
下一步，淮北供电公司将

坚持以客户为导向，从与客户
和企业生产生活关系最紧密
的领域和事项做起，充分运用
“互联网+”技术，深化政企合
作，贯通政务数据，建立跨行
业、跨部门协同机制，使办电
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验明显
增强、 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
不断增强企业供电服务能力、
客户黏着力和市场竞争力。

整合业务流程 优化服务模式

我市实现“房产 +用电”联动过户

本报讯 2月 8日， 濉溪县一位
80多岁的老人外出去女儿家时迷路，
最终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执勤民警
的帮助下，平安回到亲人身边。

当日上午 10 时许，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民警在县城辉煌大厦路口
执勤时， 看见一名老太太坐在路
边。 见此情景，民警上前询问。 原

来，老太太早上从家里出来，准备
到女儿家做客，可走到这个路口后
就迷路了。

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民警有了
大致的方向， 便搀扶老人一路向南，
边走边向老人求证女儿家的位置。 步
行约 500米左右， 在澥河路菜市场，
老人认出了女儿所在的住宅楼。 民警
通过楼下邻居联系到了老人女儿，接
到电话下楼的她惊讶之余，见到老人
平安无事，连声道谢。

本报讯 如今， 在隋唐大运河柳
孜遗址唐槐公园门前， 一个高近 2
米、宽约 0.4米的石碑上，端庄雄健、
清新典雅的楷书“百善” 二字格外醒
目。 知情人都称赞说：“这碑上的‘百
善’ 二字是位热爱家乡的人士请北京
的书法名家写的，石碑也是几位爱心
人士捐立的。 ”

捐立“百善” 石碑的几位爱心人
士分别是淮北中和立商贸公司总经
理周鹤立、 标王农牧总经理王夺标、
百善墨香居的周宗愚、百善逢春堂的
赵峰。 去年 4月，这几人在一起聊天
时说，百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
丰厚，文化遗存甚多。 如今是世界遗

产所在地，又是全国重点镇、千年古
镇，却没有石碑地名名片，作为家乡
人捐立百善地名石碑，能为古镇增光
添彩，很有意义。 于是，周宗愚便同北
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主任、中国书
协理事金运昌联系，请求他撰写魏碑
体的楷书“百善” 二字。金运昌欣然答
应，不久便把雄浑大气、清新俊美的
“百善” 二字从京城寄来。

如何把“百善” 二字刻在“古色古
香” 的石碑上，选择石材十分考究。周
鹤立多次到远近闻名的石碑石材产
地———涡阳县石弓镇的“石滚山” 周
边乡村，寻觅石材，又请碑文工匠精
心雕刻，终于在元旦前夕把“百善”石
碑矗立在唐槐公园大门前，成为百善
镇一张靓丽的新名片。

本报讯 “感谢党和政府，以及烈
山区法院的法官们，帮我追回了一万
元的拖欠工资。 ”近日，家住烈山区古
饶镇赵集社区的村民赵晓光高兴地
对记者说。

当天，烈山区法院的法官们来到
古饶镇谷山村， 向 14名村民发放 4
万多元的拖欠工资。 据法官姚琪介
绍，2015年至 2016年，苏某承包古饶
镇某工程， 雇用赵晓光等 14人在工
地干活。 该工程 2016年 8月底完工
投入使用，但苏某一直拖欠其工资未
付。 赵晓光等 14人诉至法院，烈山区
法院作出判决， 本案钱款合计 44400

元。
2018 年 3 月，判决生效后，苏某

一直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 这
14名农民工，都是烈山区人，他们中
绝大部分为 60岁以上老人。 由于苏
某长期在外打工， 仅能通过电话联
络。 烈山区法院法官一方面稳定民工
情绪，告知法院执行的程序；另一方
面加大执行力度，查找被执行人苏某
财产。 法官与苏某取得联系，告知其
如果不履行义务将面临的惩戒措施。
苏某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支付农民工
工资，但因在外打工，只能采取每月
扣划的方式还款。 后经执行干警近十
次的扣划，终于将全部案件款执行完
毕。

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烈山分
局古饶派出所联合分局巡警大队，接
连捣毁两处暗藏在小卖部里的赌博
窝点，行政处罚 12 人，查获赌资、赌
具一批。

2018年 12月 28日， 古饶派出
所接到群众举报，在北山区一处小卖
部里有人聚众赌博。 接警后，古饶派
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前往调查。 经实地
踏勘，当日 15时许，古饶派出所联合
分局巡警大队雷霆出击，迅速控制赌
博现场，一举将正在用麻将方式进行
赌博的 4人抓获。

端掉这个赌窝，警方没有费很大
的周折，但是在另外一个赌窝，为了
逃避打击，涉赌人员相当狡猾。

在烈山区庆丰花园小区有一间
不起眼的小卖部，商品不多，每天很
多人进进出出， 生意似乎很红火，这
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经调查，果然发
现猫腻:该店主利用小卖部打掩护，暗
地里开设赌场，有专人放风，反侦查
能力较强。 民警对该位置进行暗中蹲
守，调查取证，经过多次摸查布控，逐
渐掌握了参赌人员的活动规律。 今年
1月 9日晚， 古饶派出所联合分局巡
警大队， 根据前期侦查掌握的线索，
快速出击，现场成功抓获 8名正在用
推牌九方式进行赌博的涉赌人员。

百善爱心人士捐立地名碑

老人去女儿家迷路 民警助其回家团圆

小卖部里藏猫腻 民警连铲俩赌窝

烈山区法院加大执行力度
14名农民工领到工资

民警向居民宣传禁放烟花爆竹。

相山区一居民小区的居民用烟花爆

竹兑换牙膏、香皂等小物品。

2月4日傍晚，女民警赵敏（右一）与

赵晓纯在派出所贴窗花。 当日晚，民警在处警归来后躺在值班室休息。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陈琳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陈若奎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刘明常 郭爱芹

■记者 黄旭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吕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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