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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人民法院 提质增效 刑事审判再添力
为继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成果袁深入推进县野扭观念尧改作风尧强纪
律尧见实效冶大整顿活动袁进一步加大公检
法司协调配合力度袁9 月 24 日袁 淇县刑事
诉讼工作协同推 进 会在 淇 县 人 民法 院 召
开袁 公检法司各单位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
员参加会议遥
会上就新刑事诉讼法尧刑事诉讼法解释
实施以来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程序衔接问题
以及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新变化进行

研讨协商袁并达成一致意见遥 于瑞军强调袁
各单位应加强对新法新规的学习理解袁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袁坚决树牢野一盘棋冶思
想袁主动担当作为袁真正以统筹协调的工作
思路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尧不辞辛劳的工
作干劲袁全力以赴把工作抓实抓好遥
此次协调会助力解决刑事案件办理过
程中的实务问题和刑事诉讼监督过程中的
一些难点问题袁会后袁各单位还将建立常态
化沟通机制袁为提升办案质效凝聚合力袁为

平安淇县建设贡献法治智慧与法治力量遥
该县委政法委长期以来不断加强对政
法的领导袁注重强化政法各单位的协调和配
合袁积极贯彻落实野1+4+9冶工作机制袁在强
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同时袁不断加强对执
法办案的监督袁重大疑难问题积极组织协调
相关人员深入研判袁统一政法各单位思想袁
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袁确保了政法部门的执
法活动实现政治效果尧社会效果尧与法律效
果的统一遥
渊申相勋冤

安阳县白璧镇 农民丰收节 红红火火庆丰收
9 月 23 日袁在安阳县野中国农民丰收节冶会场上袁白璧镇农业精
品展台前人头攒动袁火红的辣椒尧软甜的蜜薯尧诱人的圣女果尧绿油油的高钙
菜等各类产品袁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袁大家对展台前的各类产品爱不释手遥
此次丰收节袁该镇共展出各类农产品 20 余种袁包括蔬菜尧水果和肉制品
等袁旨在通过丰收节产品展示尧美食品鉴尧产销对接等形式袁全面呈现农民朋
友的丰收成果和小康生活遥 展台前袁围观群众热情高涨袁兴趣盎然袁纷纷询
问产品如何购买尧种植等遥 有的群众还表示袁来年也要学习新技术袁种植新
产品袁带动农产品走进市场尧走进城市袁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遥
通过举办丰收节活动袁进一步展现了广大农民庆丰收尧享丰收尧话丰收
的喜悦景象袁描绘了农业强尧农村美尧农民富的美丽画卷袁反映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时代风貌袁使农民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尧更有保障遥
丰收节大会上袁该镇还荣获优秀组织奖袁西裴村荣获 2020 年度乡村振
兴一星级村袁南羊店村张新民荣获农业领军人物称号遥
渊冯素文冤

设计公司拒不履行义务遥 申请人某管理中
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遥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袁执行干警联系两
位被执行人袁 要求其到执行局协商还款事
宜袁否则将依职权对该公司提供担保的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遥 董某及某设计公司表示均
无能力偿还贷款袁董某作为该设计公司的负
责人袁 表示愿意积极配合相关司法拍卖程
序遥 经议价后确定房屋价值 1700000 元,承
办人就起拍价降价幅度向双方当事人征求

意见袁 后经合议庭评议确定起拍价为
1275000 元尧溢价率为 32%袁在一拍中共有
8866 人围观袁8 人报名袁52 轮出价袁 最终案
涉房屋以 1683000 元成交遥该成交价与双方
的议价基本保持一致袁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网
络拍卖结果表示非常满意遥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袁该法院积极运用信息
化办案流程推动案件的执行袁 以规范化为前
提袁把信息化尧智能化优势发挥到最大袁努力实
现野一性三化冶的执行工作目标遥
渊马宁雪冤

武汉市第一医院 戴朝博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遭受挫折或沉浸在悲痛
中的人袁往往表现为食欲减退或拒食遥 情绪
紧张可以直接加快胃肠道的蠕动导致腹泻遥
因此袁在生活中袁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
点院
1.多运动袁不好的情绪能力经过合理的
方式得到宣泄袁分配到负面情绪的能量相对
就少了遥 而且运动可眦促使人体分泌一种冶
快乐激素冶袁有助于我们排遣压力与不开心遥
2.多和朋友交流袁分享自己的心情遥 有
最好的尧无话不说的朋友陪在身边袁你可以
把当天遇到的不高兴的事情全说出来袁或者
不用说袁两个人一起聊聊天袁负面的情绪也
会消退很多遥

做好灾后防返贫大排查工作
根据省市县关于因灾返贫动态
监测精神袁9 月 9 日袁方城县人大代表尧乡村
振兴局局长王广欣袁带领督查组同志袁来到柳
河镇陶庄村尧 小包庄村检查防返贫大排查工
作遥王广欣指出院要持续做好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帮扶工作曰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建立健全以及野早发现尧早干预尧早帮扶冶落
实遥督查组同志通过检查指出柳河镇陶庄村尧
小包庄村在 野五必到冶 排查程序中出现的问
题袁包村领导尧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要立即
进行整改遥
渊李冬冬冤

成功举办“太平好少年”绘画
大赛决赛

“伤”
情绪不好 肠胃也受
胃口真是个奇怪的东西袁我们都有这样
的感受院高兴时袁粗茶淡饭也是香甜袁烦躁
时袁明明对着一桌平时喜欢的菜袁还是苦涩
难咽遥 可见袁胃肠的功能对情绪非常敏感袁
胃口好不好并不仅仅与饥饿有关袁有时候还
是野跟着心情走冶的遥
为什么会这样呢钥 人的情绪变化为什
么会影响我们的食欲钥 胃是人体的重要消
化器官遥 除了消化功能外袁胃被分泌袁储存袁
接受和排空和运输遥 人们的情绪会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身体生理系统的不适遥 人在过
度伤心难过时袁会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袁
导致肠胃蠕动减慢尧各种消化酶分泌减少袁
引起胃肠充气袁告诉大脑野我不饿冶遥 所以袁

方城县柳河镇

河南太平人寿

“一性三化”确保案了结
日前袁鹤壁市浚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在执行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遥
被执行人董某向申请人某管理中心借
款 1000000 元袁某设计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
担保袁并以其名下位于郑东新区的一套房产
作最高额担保遥 因借款人董某与担保人某
设计公司并未按期偿还债务袁某管理中心起
诉袁经浚县法院判决袁董某偿还某管理中心
本息共计 1240000 元袁某设计公司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遥 判决生效后袁被执行人董某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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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着舒缓的音乐袁吃些甜品遥 当你疲
劳尧情绪低落时袁用一份甜点来安慰自己袁可
以放松袁调节负面情绪遥
4.阅读调节法袁书是知识的海洋袁能提
高注意力袁振奋精神袁安定情绪袁带人进入另
一个天地袁从而冲淡了人的烦恼遥
5. 培养好奇心袁 培养自己对身边事物
的好奇心袁 不要一直重复一些既定的习惯遥
通过培养好奇心袁你可以主动地想想事情还
可以按照什么模式去做遥
6. 学会退让袁对于琐事袁没有必要花大
量的时间去争论和纠缠袁也没有必要事事争
强好胜遥 否则只会使你经常陷于不满尧愤怒
和自责等不良情绪中遥

9 月 25 日袁 太平人寿河南分公
司在黄河迎宾馆成功举办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2021 年吉象.太平客户节野太平好少年冶青少
年儿童绘画大会决赛遥
在决赛现场袁参加绘画比赛的小朋友围
绕野美好生活袁太平相伴冶主题袁用他们的慧
眼尧巧手尧匠心袁展示了行云流水的酣畅袁力透
纸背的锋骨袁演绎了轻描淡写的婉灼袁浓墨重
彩的豪放遥
通过 6 位绘画大咖的专业评审袁 评选出
太平小达人尧太平小精英等奖项袁王东和谢冰
毅为决赛获奖作品作了精彩点评袁 并为获奖
者颁发了荣誉证书遥
渊王 毓冤

方城县独树镇人大

助力“四查四防”专项行动
为持续巩固拓 展脱 贫 攻 坚成
果袁 切实运行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
作机制袁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袁方城县独树
镇全面开展野四查四防冶专项行动遥
人大代表与脱贫责任组进村入户进行全
面排查遥一是查防返贫监测落实防遗漏遥二是
查野两不愁三保障冶落实防返贫遥 三是查政策
落实防偏差遥四是查帮扶措施落实防棚架遥通
过野四查四防冶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袁
保障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持续稳定增
长袁切实做到野一户不返贫尧无人新致贫冶袁坚
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遥
渊倪聪一 李营良冤

罗山县竹竿镇

召开信访稳定工作研判会

嵩县车村镇 汇聚乡贤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袁嵩县车村镇召开乡贤返
乡创业座谈会遥 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尧乡贤
代表尧各村渊社区冤支部书记尧部分机关干部
参加座谈遥
座谈会在观看车村镇特色优势资源的
微视频中拉开序目遥 车村镇地处南部山区袁
历史文化厚重袁山水资源丰富袁旅游景点集
中袁交通优势明显遥近几年重点围绕野林尧药尧
叶尧牧尧菌+旅游冶发展特色产业袁形势良好袁
前景广阔遥
会上宣读了关于成立乡贤返乡创业领
导小组的通知遥
随后袁优秀乡贤代表黄磊尧张璇尧汪全
营尧崔跃恢依次发言遥 他们纷纷表示袁在市
委尧县委的大力支持下袁车村镇的发展从旅
游扶贫到旅游富民袁 家乡这片土地大有可
为遥
返乡青年崔跃恢袁 回乡后发展电子商
务袁不但自己脱了贫袁还带动农户 60 余户发
展中药材种植增收致富袁 免费培训 40 余人

为车村镇电商行业注入新鲜血液遥
洛阳林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汪
全营尧云合山间民宿创始人黄磊袁均因车村
镇良好的生态环境袁厚重的人文情怀袁扎根
车村遥 目前两家企业投资超过两亿元袁分别
建成白云小镇康养基地和云合山间民宿一
号店尧六号店袁两人成为车村镇的野荣誉村
民冶袁也成为优秀乡贤代表遥
会议强调袁要做好政策解读遥 市委尧县
委将出台系列支持政策袁招募乡贤回乡创业

发展袁要重点解读市委书记江凌主持召开的
南部四县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有关精神遥车村
镇作为生态涵养区袁 生态资源优势明显袁未
来将以增加群众收入为工作重心袁切实做到
野四个坚持冶袁用好野五个抓手冶遥 要介绍好丰
厚野家底冶遥 车村镇秉持野生态立镇尧旅游主
导尧城镇提升尧民生为本冶理念袁在政策和交
通区位优势支撑下袁 形成了以旅游业为龙
头袁辐射带动林业尧中药材尧叶类加工尧畜牧
业尧菌类等行业齐发展的格局袁未来几年将
以镇区为中心完善基础尧配套设施袁提高游
客承载接待量袁提升服务质量袁打造精品民
宿袁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袁吸引在外就业
人员回乡袁实现家门口就业袁推动社会治理
水平的提升遥
各位乡贤能够依托特色优势资源袁结合
自身从事行业特点袁将自身发展与车村发展
融合起来袁探索野乡贤+经济冶模式袁为推动
车村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尧实现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遥
渊王向魁冤

9 月 22 日袁 罗山县竹竿镇组织
召开野双节冶信访稳定工作研判会袁对上级交
办和自查的 10 名信访维稳重点人员进行了
逐一研判袁并成立维稳工作专班尧采取野四包
四定六控冶措施袁持续关注信访维稳重点人员
动态袁确保野双节冶期间京尧省尧市不发生来自
竹竿镇重点稳控人员的信访干扰遥
会上袁 该镇党委书记王宁提出以下几点
要求院一是提高认识袁切实增强责任感遥 野中
秋尧国庆冶双节期间袁全体镇村干部要站在讲
政治尧顾大局的高度袁充分认识到信访稳定工
作的重要性袁 切实增强对重点信访人员教育
稳定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遥二是提前预判袁
做好思想稳控遥 各稳控责任人要对重点稳控
人员进行认真全面核查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袁
把信访问题稳控在辖区之内遥三是软硬兼施尧
积极化解矛盾遥按照野四个一冶稳控措施和野三
到位一处理冶的要求袁积极妥善处理各类矛盾
纠纷遥
渊竹竿镇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