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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不要串门，不要聚餐，最好都在
家里呆着。另外，有外地回来的，特别是从
武汉回来的，一定要登记，请大家理解支
持。”春节期间，在曾都区南郊办事处红山头
村的各个小巷，响起了悠扬而温馨的提示
声，成为鼠年春节一道亮丽风景线。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夕，为防控新冠肺

炎病毒疫情，避免人与人接触，红山头村积
极响应，成立防控专班。张贴宣传标语和防
控通告，利用显示屏 24 小时滚动播放防控
知识。全村 68名党员和群众代表人手一份
倡议书，号召全村 2000 余群众春节不串门、
不聚会、不聚餐。村委会干部联同村医对
27名从武汉返村人员实行登记在册，每天 2

次定时测量体温，重点监控。
问候、核查、叮嘱……村委会各工作人

员坚守一线。由于宣传有力，广场舞变成居
家独舞。正月初一上午，该村居民选择以打
电话或在微信网上拜年。

“特殊时期，这样拜年也很好。虽然没
有聚会热闹，但为了彼此健康，等抗击新冠

肺炎病毒胜利了，那时再聚，一定更加有意
义、更加高兴。”二组居民杜月华说。

“多一份提醒，便少一份担心。”红山头
村党支部书记徐光超充满信心地说，“春节
期间，村委会干部越是艰险越向前，大家全
员上阵。虽然目前无发热病人发生，但疫情
一刻不解除，专班就一直坚守到最后。”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夏一
菲、吴绪章、何厚锦）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发生的时候，市委
市政府出台应急措施，国网随州
供电公司迅即响应，全力以赴做
好疫情防控用电保障工作。

我市作为“汉襄咽喉”，人员
流动较为密集。在紧急时刻，市
中心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
医院等被市确定为第一批发热
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
机构。为确保防疫安全用电，国
网随州供电公司坚决扛起疫情
防控重大政治责任，迅速制定专
项保电方案，完善 24小时联系沟
通机制，组织员工对医院等重点
单位区域设备巡查，迅速处理各
类突发用电故障。同时指导、协
助各定点医院做好内部用电故
障应急预案。

在市防疫中心的指定医疗
区 ，国网随州供电公司特事特
办，开辟“绿色通道”，组织 16 人
党员服务队，紧急出动应急车 6
辆、工程车 2 辆、吊车 1 辆，为医
疗区专门架设电缆 320 米，新增
配电箱、配电柜各 1 台，启用 1 台
630 千伏安变压器提供充足的电
力保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医护人员战
斗在一线，国网随州供电公司在
战疫后方全力以赴做好供电保障
工作，协力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

当前，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
关系人民群众公共安全问题。

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内容
包罗万象。维护公共安全牵涉的主体多元，
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多变，危害公共安全的
风险多样，处理起来容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国社会有着复杂、多元
的治理需要，长期保持安全稳定并非易事。
我们党领导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
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
一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
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关键在于我们充
分发挥制度优势，并把握住了维护公共安全
的一些重要原则。

把稳定作为安全的前提。如果社会不稳
定，导致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混乱、失序

失范行为大量出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就会
受到严重威胁、缺乏基本保障，人民也就没有
安全感。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安全状况恶
化，社会上暴力犯罪猖獗、黑恶势力横行，就
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和足够
的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中国人民之所以
享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
党始终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党和国家的
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邓小平同志指出：“中
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
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
会失掉。”新形势下,我国社会面临的公共安
全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种威胁和
挑战的联动效应更加明显。对此，我们党时
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
范、管理、处理公共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
置、化解公共安全挑战，成功维护了社会稳定
的良好局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大如天。
安全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改革发展
的基本前提。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我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针对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开展工作，通
过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种手段来保证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比如，国家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
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卫人
民安全，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工作
生活环境，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
合法权益。”我们党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落实到维护安全的具体工作中，把人
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广泛动员组织群众，
汇聚维护公共安全的强大力量，妥善处理各
方面利益关系，着力建设平安中国，顺应了人
民对权益保障的新期待，为人民提供更加有

效、有力的安全保障。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增长，对社会
不公现象更为敏感。党的十八大提出，公平
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
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
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
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
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我们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
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我们的制度安
排更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努力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而更
加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公共安全风险。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金金）近日，随县法院门前聚
集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渴望领取被拖欠已久的工资，每个
人脸上都流露着期待的表情……

原来这 41 名农民工都是随州市某禽业有限公司的
工人。之前该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直到 2017年公司
经营不善、停产歇业，导致工人工资不能及时发放。无奈
之际，41名工人联合向随县法院诉讼。

2019 年案件受理后，随县法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
专班快审快结快执。但在执行过程中，经调查核实，该禽
业公司目前处于停产歇业状态，无财产可供执行。

执行法官并未轻易放弃，继续多方调查，最终通过调
取被执行人随州市某禽业有限公司的财务往来明细，发
现其在随州市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有一笔 110余万元的
货款收入未收取。发现这一线索后，执行法官多次前往
案外人随州市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沟
通协调。最终该公司表示愿意配合法院工作，将符合执
行条件的 60余万元汇入随县法院执行款账户，对于剩余
50余万元也表示在满足条件后会继续汇入法院。

为助力农民工朋友过一个欢乐祥和之年，随县法院
及时将这笔 60余万元执行款发放到农民工朋友手中，真
正践行着司法为民的宗旨，切实保障了民生权益，促进着
社会的公平正义。

近日，看着被申请人梁某在 20 份送达回证上一一签
名，曾都区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
下来。

春节前夕，20多名中老年人来到该院诉讼服务大厅，
纷纷反映曾都区万店镇某制衣厂老板梁某拖欠工人工
资，年关将至，工人们担心老板隐匿，急切希望早日拿到
被拖欠的工资。立案庭接待后发现，来访人员普遍年龄
较大，缺乏法律知识，经济较为困难，决定启动绿色通道，
专门安排两名工作人员查询被申请人信息，帮助申请人
写申请书、填写诉讼材料。

案件受理后，立案庭加班加点，迅速作出 20 份支付
令。但是如何把支付令送到被申请人手上，成了摆在工
作人员面前的难题。立案庭送达组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电
话号码多次打梁某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于是决定去
梁某的工厂和家中进行送达。

随即，立案庭送达组冒雪前去万店镇梁某制衣厂，到
了后却发现工厂前后门均紧锁，在住处也不见梁某踪影，
无奈之下，只好折返。

电话不接、人找不到，但立案庭送达组并未就此放
弃，而是利用短信送达平台联系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经过多次做工作，梁某终于同意自行到法院签收文
书。

梁某被立案庭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打动，主动表示
将争取政府支持，变卖厂房、机械，早日把拖欠的工人工
资偿付到位。

这个案件，只是立案庭利用支付令帮助申请人讨薪
的一个缩影。元旦至今，立案庭已经发出 61 份支付令，
帮助当事人减轻诉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兰婷、张宇翔）“真没想到，拖
欠了几年的工资还能拿到，可以好好过个年了。”近日，拿
到拖欠工资的工人高兴地说。

日前，曾都区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了
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因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在提起
公诉前已支付完劳动报酬，并获得谅解，认罪态度较好，
该院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2016 年 4 月，黄某某承包了随州城区某小区外墙保
温和线条工程，将工程人工包给黄某龙、瞿某汉、瞿某立
等人，承诺工程完工后结清工人工资。同年 10月工程完
工后，黄某某因生意亏损，在仅支付了部分劳动报酬后藏
匿，拖欠工人工资 5.7万余元。黄某龙等人讨要工资多年
未果，向市劳动监察局报案，该局向黄某某送达限期改正
指令书，其拒不执行，2019 年 4 月，该局将该案移交至公
安机关。2019 年 8 月 6 日，黄某某被警方抓获归案，同月
10日，黄某某将所拖欠农民工工资全部结清。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金鑫、高俊）近日，
广水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蔡某某涉嫌故意
伤害案举行案件公开审查听证会。公安机
关侦查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2019 年 7 月 16 日 11 时许，蔡某甲、乐某
某夫妻二人在广水市陈巷镇某村河边水泥
路下面坎子堵放水管道，蔡某甲弟弟蔡某某
手持铁锹过来阻止，紧接着乐某某、蔡某甲
因争夺蔡某某手中铁锹发生肢体冲突，在冲

突中蔡某某用手将铁锹一甩并松开铁锹，导
致乐某某胸 12 椎体压缩性骨折。后蔡某甲
上前与蔡某某互殴，蔡某某用手将蔡某甲面
部、右手背打伤。蔡某甲用铁锹、啤酒瓶将
蔡某某头部、左眼部、腰部及多处皮肤软
组织打伤。经广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认
定乐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蔡某甲损
伤程度为轻微伤、蔡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
二级。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蔡某某的供述与被

害人乐某某的陈述不一致，无其他证据证实
乐某某受伤是由蔡某某行为导致，关键证据
存疑，无法证实蔡某某的故意伤害犯罪事
实，检察官建议该案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结合该案犯罪事实以及证据情况，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各自发表了处
理意见。该案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社会关系
特殊，出于从化解矛盾角度，参会人员一致
同意该院对犯罪嫌疑人蔡某某作存疑不起
诉处理。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周子力）为全面、准
确地理解和运用，近日，曾都区人民法院组
织全体民商事审判人员，集中专题学习《全
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学习由院领导主讲，从合同性质问题引
入，将自身多年的案件审理经验与纪要涉及

的热点问题结合，深入分析了违反强制性规
定的合同效力、未经批准（未生效）合同的效
力、法人印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合同效力
认定程序的便民化等问题，剖析并解读了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新
变化、新情况及新规定。本次专题学习内容

翔实、深刻，参与学习的干警纷纷表示收获
颇丰。通过本次学习，加深了干警们对《全
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
适用，促进了干警们学习和了解全国法院民
商事审判工作中法律适用的审判思路，旨在
提升该院民商事审判法律服务水平。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丽）近
日，广水市人民法院召开会议，动员
部署司法作风整顿暨“吃拿卡要、冷
硬横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会议传达了随州中院《审判执
行工作中深入开展“吃拿卡要、冷硬
横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
方案》《关于在全市法院开展司法作
风专项整顿的通知》精神，宣读了该
院《开展司法作风整顿暨“吃拿卡
要、冷硬横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整顿重点、
方法步骤、具体措施、工作要求进行
了安排部署。

该院要求，全院干警务必提高
思想认识，领会活动意义，深刻认识
司法作风问题的巨大危害；树立问
题导向，找准查实突出问题，围绕

《实施方案》中的四个方面开展自
查；着力解决问题，向司法不作为、
慢作为亮剑，向办案纪律不严出击，
向作风散漫宣战，向吃拿卡要开炮；
加大督察力度，让审判执行工作在
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
群众的广泛监督，确保整改彻底到
位，着力提升法官良好形象，提升司
法公信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取得新成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满意度。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荃）2月 4日，曾都区城管执法
局执法人员在随城碧桂园小区进行防疫值守时，发现两
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与同在值守的区法院工作人员合作，
将一名贩毒嫌疑人抓获。

区城管执法人员讲述当时情形：“4日下午 3时多，我
们在碧桂园翠山蓝天小区门口值守时，见到一名男子戴
着口罩，与小区内另一名男子窃窃私语，边聊天边鬼鬼祟
祟地东张西望，觉得形迹可疑，于是我们便大声呵斥，小
区内男子闻声仓皇逃走，与此同时，门外戴口罩的男子欲
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东西扔掉，我们立马上前制止，他们举
动让我们觉得更可疑。”

于是，城管执法人员果断报了案，并与区法院 3名工
作人员及闻讯赶来的 10 余名城管执法人员一起，把该男
子控制住。控制过程中，两包白色晶体状物品和一部手
机从其口袋掉落。该男子承认，他是一名贩毒人员。执
法人员将现场所有物品交给随后赶来的民警，民警将该
男子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在将嫌疑人带回派出所询问时，城管执法人员还积
极配合民警到派出所作为见证人签字。在本次抓捕行动
中，区城管执法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迅速反应、见义勇为
的精神受到市民和民警的赞扬。

为保障防疫用电，近日深夜，国网曾都区供电公司两水供电所在曾都经济开发区两水玉柴大道北段变压器架
设现场为设备线夹打孔。 （随州日报通讯员 夏一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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