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ø˛“ˆæ——˚—˚´ ————•¤¶—˛Ø‰———

—ß¶—„⁄——¿“—„———·，”———̊ —̨ —¶———— （̃‡ ¶̇«）¯—‡—̧ ø…Æ

‡———¨¸ˆæ˛“———˜—˜•¢—„¸…ˇº，——¨º¿“—„“˛—˛“¨”————
˚—̊ ´̨ —̨ “—fl̆ ———„—† ”̊—fî æ̊ —…ø»—¶fl。

¸ø̂ æ‚¤—fl——¶fl•¯̆ œ——̌ ¢̊ –…—，‰，·—̈ º»§̨ “——¶fl†»

–ª— —̃ˇ̈ ”̧ —̋§̃ —̈ ”———ˇ̂ †̄—…fl—‚̨ 。̆ 4 —´6 ¨—-7 ¨—，
‰，¿——fl̨ æ̊ —̂ æ—fľ ”̈———̄ —̀ œ·—、˙—— ·̀—̨ “——¶fl†»–ª—ˇ

¨ ”̧ —̋–»——ˇ̈ †̧—…fl—‚̨ —̆¯̌ ¢。
3 —´14 ¨—15 ˚–——，‚ˆ̧ ø‰——‰̈ ”————–¤‡ ，̆——̈ —̧¸

˚—†æ—˝·—•¯——˛—¶————¡”£·——˘˜‡…—†—¯—¿————ˇ—˜—»

‚——œ„———— —̂—‡—̊ —。 ˆæ—fl—‰·—̌ —‡¡•¢̌ ——»̀ —— „̋—‡———

——̋ ø—»‚——œ„————¶— 。̋ 16 ˚–——，ˆæ—fl‰«————̌ —‡¡† —̨º

—¶—˝—˜˝ı˜‡——•¤¿—˝•·«»‰—`”———ˇ—„«—†———·•¤———‚

˙，。—，—¶̨ ，̊˝ı̃ ‡¶—• •̇¤—，—“†æ— —̋»̊ „́'̈ †̌»»—。—，‡ı
†‰”¸̊ —，˝ı̃ ‡• •̇¤»æ—ß6 ˝————“。 ˜¿̇ —，•‚——̌ ———̈ ¸̋ ı

˜‡–»————，—‚…—————‰，—»†‰——————。 ˝¤—¶—– » —̆——œ

…——£‰—̀ •·，—§—–— ”̆—̀ •‡—–»—¥̌ ——˛ “¿“‡—†»”¨
— ，̆” —̈ †̆»¿“‡—”。 ¨»¶，，‡£— —́»̂ ß…——£‰—̀ •̈ ·——————

»—̄ ———̀ ¸̃ —”—，—ß— ”̆—¿“‰—̀ •‡—·，—§—–̀ •‡—。 ————，–»
‡£— ‰́»—fl—¥̀ ‚̧—̌ —— 。̨ ‰—̈ —，‡£— ‰́»—fl̀ ，—¶”—·—¶—̂ æ

—fl——ˇ‰˙，¿“—„—„†Ø——¶fl， •¢ˇ——»—¤‰—`•—¡‡—˝»¨»…ı

¸—，–ª˚„̆ —¿¿–—˝£‡—‰—˚—…—†Ø，¨ˆ‰—`•…—˚»—–‰，———˘
—«†—˚—，†—˚—ˇ—˚— 61.3mg/100ml，·——‰`¸—ß—˘…—˚»»œ
¶fl‡—̨ ¥•¤·ƒ•£–Œ—…。 ——̀ ‰̧—，—–̋ ———̂ ß» —̆—‰—̀ •” —̋¶¶ø

‚———̋ —‡—̋ Œ̌ ——„”῭ —̧ ，̆”—·，— —̄¶¶ø̈ ¥¿…‡¡̀ •‡—。 ¸—”—，‰»
—fl——•¤¶—»˘̃ ‡‰，——̀ ¸̌ —„—·ƒ•£。 ———¥»“ ‰，̆ »̆ …

———˝̃ ƒ̋ —“·‡”‰ß̇ ， —œ̆ —†Ø·ƒ†»̀ —̇ Ø 4 —´27 ¨—
ˇ´˛—， ‡£—´‰»—fl`，—¶”—·—¶——·˙——œ˘———»•”—´•—†´—

˚–，•¢ˇ———9 `————˝˜ƒ˝—‡——Ø‡——˜‡—¶—，·—»•”—´•—‡
—†„«——̄ ———̃ ———̨ —̌ —¶«——̊ »¶，—·，—·̇ —‰»—fl̀ ¢…·—ˇ̇ —

—‚»—¿¿–—̋ £‡—，†¢—“̇ —…—̊ »̈ ‡̧—̊ —̌ —„——⁄…—。 —，†Ø，9
ˆß…—̊ »̈ —̧ …̃—̊ »—⁄、——̊ »—⁄——…—–£̌ ——ø̆ º̈ «———§。 —«

‚ø——–—˚—„—¶¤， ‰ß—„»œ¶fl‡———»•”—¨———˜———˚»，9 ˆß
…—̊ »¨¸—ø·———“˛·—·„—¶¤˚–…—、——´•、˙，————˚»”—˜‰»
˝¤̨ ¥•¤——̨ “。 ‰»—fļ ———•¤¶—̆ —‰，——̄ œ̆ —‰———，†¢·ƒ——
1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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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Ø‰————ß¶———

—·， ————̊ ———•¤»œ„—‰—‰—˛§¨˘‰———

—ß¶—„⁄———“̇ —，——̈ º¿“—„“˛—̨ “¨”——

——̊ —̊ ”́˚—…ø»—¶fl，˙—̊ —‰«‰————§̌ —

‡—„ß—“»fl̨ “•—̨ æ̈ ”———˜̃ —̀ ƒ， ——¨”

——́ œ———º•æ——̨ “…——Ø̈ «̊ ———•¤¶—˛Ø

‰————ß¶—»—¶fl‡—„ß—˜———“˜—¨—，˙—
˚—·—̋ ¤•—̨ æ̈ ”——“——”——»„«——”。

聚焦群众利益开展专项行动
4 —´19 ¨—， ª—‰，̊ —̧ …̃—”————˜

—»¨”¯'ˆæ，‰«—»ˆ—“¨«—˜˛“ˆæ、˘˘—‚
—æ̧ —”— ‰̃ı̆ —̧ —̋‰̧ …̃—”—̄ —‡—¸ø，‚—
—»„«—†»œ„———̧ ß̂ –̇»̆ ，—˜3 ˝————“
—¡̀ œ̌ ”̊ —„”¿——•»——·̀ 。̧

——̈ ¸̂ æ— —̃ß——•¯———˜————‚—̨ »

—ˆ，3 —´———·，————˚—„«—†»œ„—ˆØ—…
˝»‡—— —̨†̨ —̊—¿“—„ “—“————¶fl”“——
—“2021—•·———'”“‰»̋ ¤—†̈ «̋ —— —̨—

…†—ß—˛”—¨—¤ˇ———¶fl，…—·—¶—“——ˇ´
`ø” †̌ ”̊、`—¶fl¶ ‡̃¡—¨̨ ¥•¤•‚————˛“

·—»——ß—˛̀ ƒ¶ ；̈ ‚—̄ —‡—̧ ø‰—ˆ—‰Æ”ˇ

“——˝——fl‰，˙§˝—…—”»—¶fl，˛“¨”——‰—
˜———，——˚—˚´，˛‹»⁄¨”———ß——，˚—»⁄
—»•‰̆ ‰—†。

‰——`̃ ¿̇ —， ¨«˚—„«—†»œ„———…˘

—•»———̌ ´̀ —¶fl¶ ‡̃¡18 ‚—，·—————»˘
——¶˜̋ »̄—9 ‚—， ——˚ —́—`—50 ¨ ，̧——

——·ƒ•£239 ¨ 。̧

“网小格”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 —， — —̊—̇ ，‡⁄·”—，¿“˙，´—`…

——̇ ，—»——̂ æ——̋ ，‚æ̨ ¢—¯̈ ”˝¤„— “˝，
—¡‚æ” —¡‡———— –̌¤—»——…–——…—¨¸—˜

˘—̊ 。́ ˚—̆ ‰—†——„⁄——̈ —̧–˚——‰̇ ——œ

”—， ———»˚–…—‰«˘—˚´˝˘¸˝—‰¨«˚—

5942 ‚—̋ ，‚æ̨ ¢—¯̈ ”。 †»—‰30 •———，
…—̊ —–ª——̋ ，‚æ——̊ ——‰̀ ¸̈ —̈˜¨”———˜

`———，—–̋ —— —̋——‰̀ …̧—̈ 。̧
——¿¿“—˘¶¨+¿˘……”…⁄•¢——»Æ—˛

———§˜—，——————•¢˝Œ—˘“˝，—¡‚æ”˛¢
— —̄¡‡———，——̊ —、ˇ—、ˇ—、·—̧ ˜…¶———˛

———˜˛“—‚»—˘‰—¤，„„‰¤“˝，‚æ»fl+˛¢
—¯¨”+˚—‡⁄¨¨ˇ—+†¿ˆ¯+¨”•—¨”—˛”
——”ˇ—˛———´»œ—˘， —«—…•—˛æ¨«˚—

5942 ‚—˝，‚æ˛¢—¯¨” 106 ˝———»§¨”

——。 —ß— “̂˝，—¡‚æ”˛“̈ ”——‰———“…–̃ —‡—

¯ ”̨ ˛˚——300 ——‚—， ˘‰—¤”ˆ̆ —´˚·—

96.6%。

“司法为民”提高执法公信力
`‹̈ ——·， ¨«̊ —`‰…¶•¤—””˝¨«˚—

…—†—»œ„—…Æ̊ —————̀ …—“、¸—•¤̨ “ˆæ，
†»¶ —̌Æ‚——·•¤̧ —•¤„«—¯̀ ƒ， ¯‹`ƒ¨ˆ

¨¸̂ æ̈ ”————̂ ¿—»‚—̧ —•¤—‚…———‚—˚—

—‰„«̆ ‰————。
—¯•ˆ¨¸——˜‡——†»•—ˆæ˚´¯———，

——‚·— •̄ ‡̂⁄·—18 ˜Œ。 3 —´26 ¨—，——
˚¡、˚—、ˇ—¨—…¶…—†——”„†˝‹¯‹`ƒˇ´，
˛ —̊—————— —̂‰—†́ œ»fl‰—。 `——…———‚，
——” —̌ —̧ˆ̊ •̋¤̧ ———、„«¿“———⁄、¸—•¤
— —̈œ— ¶̈——“»fl̂ ‹¶—»fl‰—·º˚'， `ƒ˙—

—‚‰Æ˚´` ，̧˚´—˜¸«‰—。 3 —´—·，¨«˚—
‡—„ƒ»fl‰———‚·— •̄ »̂——‚18 ˘—。

4 —´16 ¨—， ———————”—·————‰¤

`¢—·——`¢—‚‰—·——˘¶¨， ¨•¶¤ˆ¿—´ 1
¨—”˝15 ¨—̨ “—·————‡⁄‰—·—¨—，‡'˝¤
—–̊ ´̈ ¸̧ —̇ —̇ ———。

暖心便民服务零距离
˚———•¤»œ„—˚…——…Æ‡—·———”ˆ̈ ”

———˜̂ ¿—»…——¡̊ 、́ ˚—˚ 、́ ——–—̊ ´—¥

˘—， `¢—ª——̃ ———»fl——•¤`——— “•¯„—
•—”‚˜‚—,¯‹`ƒ—Æ„'‚——¯—˚、‚—‚——§、
‚——ø— —̃ •̃¤— •̨—̨ æ。

˚—̧ —•¤———‚—…¶‰·—̈ «˚—‚—„«—⁄

»œ„„̈ «̂ —̋ ‰̆，“…ı—⁄–ª̂ æ”。 3 — •́—，
¨«̊ —̧ —•¤————ˇ—˝‡————„«—⁄700 ——
…—、 •¤´——fi—œ200 ——…—、 ¸—•¤…，¶¤

300 ——…—，¿“—„„«„†•¤´—•—˛æ»—¶fl6
· ，̨•¢•¯—ß·«—˚`ˇ5000 ——•—。 —Ø—fl

´—˚ƒ——¨º˘———¿“—„ “•¤—˛——…—”»—
¶fl，‰—·—”˝—，——‰———•¤´—˛˚—— 100
——‚—。„«—⁄、•¤´——fi—œ·— 5 ——·—¿—

„⁄———˘‚˜˛“¨«——”—¨«•‰˛»——¶fl•—

˛æ， ‰«¨”———ß———`—ˇ——˜—‚ø—†——

—˜。

–—–¤—¶（˝¤—¶—– ————）˛“˝˘¶fl
¶—̨ Ø‰————ß¶—„⁄————————˚—， …ø——

¸—•¤̨ “̂ æ———…，4 —´28 ¨—̌ ´̨ —，•—»¸
ˇ—̈ ¸̂ æ•¤—”——¿“—·——„⁄———´˛ •̄¢†…

»Æ——“˛—̨ “̈ ”————̊ —̊ ”́—·———‚¿—¶—
ˇ—·—»Æ，——̌ —̨ fl——•¤̨ fl、ˇ—̧ —•¤——`—

—…，ˇ—…—†——”、ˇ—„«—†‚——fl·œ–———…—†¿
•—̊ ¡——̌ —̈ ·̧—·œ–—、———，̨ fl—–、—´̨ ¯̂ ‰

——… —̇—— …̃ß—⁄̌ ，́ ˇ—‡¡̌ —15 ˆß—Œ̇ º—·

——̈ ¶̧—̌ —̀ —̧·———‚¿—2938.24 ˝——“。
»Æ— ，̌•—»¸̌ —•¤—”—‡—Ø̊ Ø… 、̇—”

‡⁄— —̄«–ø— “̋˛—̨ “̈ ”————̊ —̊ ”́— „̈⁄

——‰，—„、 ———“·º̊ '” „̋⁄——‡—„ßˇ———

»Æ‰，——̋ ¤–¤。 —·——————‡⁄—¯˙——‰—˝

—·——„⁄——·—… —̇—̨ 。̊
2021 ˜Œ———·， ‚ —̂”„†̊ ———‚———

—·———‚…—442 …—，‰Æ—‚249 …—，‰Æ—‚
´˚ 56.33%， —·———‰˛»‰—¶— 5567.28
˝——“，—·———‰̨ »́ ˚62.76%。…—·——·——
`ƒ¶ ，̈——•¤·«»‰–»—·——̈ ¸389 ¨¸· ，̨
¸—•¤——`— 3 ¨¸，•£¿— 1 ¨¸，‰« 27 ¨¸

˜—̈ º̊ §— –̄»—·——̈ ，̧ „«†…˚§—¯–»—·

——̈ ¸27 ¨ ，̧ ——59 ¨¸·˛–»̌ ——˘‚—ˇß

•—，¿“—„̇ ¿— —̆·———¤̌ —»—¶fl1 · ，̨‡—
¶fl—fl̀ ƒ50 ——̈ ·̧ ，̨———§—Æ——`¸̈ ”——

— »̃æ— ‚̂—”˝́ œ——¶ 。̈
•¢†…»Æ̌ —‡¡， —Œ˙º—·——̈ ¸·œ–—

”—̃ •̌—»¸̄ '·——————，——„—•———̌ —„«

¸—†¿̂ —̄，————¿¡‰———̀ •̧¢——， ¶——·

——‚——fl…Æ——̨ ‹»⁄•¤́ —̈ ¤̋ —” —̋Œ˙º¨¸

— ”̃ •̌¤̈ ¤——， †»•————„———`˙—„⁄——

–—̊ —̀ ‚̧——»。
ˇ —́»†‰， ‚ —̂”‰«——¶—˛Ø‰————ß

¶—˛“˘ı»œ，——˙—˚—‰———“—·——˜—”˛˚
————̨ ““˛—̨ “̈ ”————̊ —̊ ”́—˜———“˚—
…ø，‰，—»†‰̇ ¿»fl————‰¤—Ł，˙—˚—…—·—
—·——̀ ƒ¶ ，̈ ‰————»̄ œ——̂ æ—œ———·——

—‚…—， ¨ˆ̊ ⁄̧ ———— ”̃ •̌¤¨¤———ˆ—‰…—

˚–¶—̌ —。

–—–¤—¶（˝¤—¶—– ¶˛ˇ—ˇ…）‰æ˜Œ
4 —´•————·， ——˘—ˇ—¨¸ˆæ•¤—”———œ

˚—¿“—„“˛—̨ “̈ ”————̊ —̊ ”́˚—…ø»—¶fl
—º…—¿—̋ ‰̆，—»——̊ ‰¶——“»fl “—˙»—•¤
—””‰¤—Ł̌ —‰Æ” ，̌»—…«̋ ‡̆—6 ·———ˇ—
˝，́ —•—̨ æ̆ ‰—¤， †¢¶—· —̨¡̄ —„⁄——¨¸

—–˙—˝ø——˛æ———˜·———ˇ—¨”——‰†‰—

“——ˇ—•—˛æ˘‰—¤” —“˚¶——…—†————‚

—…，———§…ı̇ Æ—–̊ ´̈ ¸̧ ———，—Æ——̈ ¸ˆæ

¨”——́ œ——¶ 。̈
——¿“˝¤—»——˚‰•—˛æ˘‰—¤———·，

‚ —̂”…Æ‡———“•¤—”‚—†¿¶—̄ —́ •、—‰̇ ，

¨”————̄ —́ •”— —̃—̃ —，„†————„—ˇ‰¿—
——`¢—‚ 105 …—， ˘————，——`¢—‚ 74

…—，„—̌ ‰̀ ¢—‚31 …—。 ˝¤„—´—̊ ƒ•—˛æ

˘‰—¤̀ ¢—‚—Œ̇ º3 …—，˝¤„—3 …—。 ˝，—ˇ
`¢—‚—Œ˙º543 …—，˝¤„——Œ˙º190 …—。
˝¤„———‰—˘‰—¤——‰——‚…—340 …—。 †»

‰—̧ ı¶—̀ ¸̈ ”——̀ ¢—‚̊ –…—， —†…«·———

—Æ‚—̀ •̧¤—”——̊ —́§́ ，̊ ¨”——´œ——¶¨

·—·——Æ——。

•¤— —̆—–¤·— ”́—̃ …̌ß̌ —… —̇— ———æ——

˝¤—¶—– ‡ •́… ¯¸̧ §‡— — —̧`̀ Æ

“—»——†»¶ˇ——̨ ´—‡—˜—œ˚•， †¯˜—…⁄—，

——…”，˚„——…”———Æ‡ı— 。̃ ”——̊ —̇———̊ —„«—†

——90 ¸Œ—˜—º——‚—†¿˛—†————§ˇ——‡˚•˚–—·
ˇ —́ —̃§̌ —– …̊ 。̇ 4 —´28 ¨—，——̨ —— …̌———，…˙
——…ß—‰̀ —̧————¤— —̃ —́——§̌ ——‡̊ •—˜̨ —— 。̌

˛——ˇ‡——œ——1931 ˜Œ 3 —´，—´»flˇ—¨¸。
1949 ˜Œ 9 —´，—†»fl‰—•¯，—————†»flˆ•‡˙—¢
˛————§¶`˚Ø—˜¸ß—ª¨»†˛…—‰—• —̄—，——†¿¶—
—£̈ ˛̨ »̃fl‰——–。 1959 ˜Œ，˛—— –̌»„ª————˙，

—¡¯——§—fi˛—†—̆ ‰¯—，‚”——̈ ”——„⁄——。 ˘‰¯—

‰Æ̊ ，”—，˛—— »̌——‰—，†¿¶—。 1960 ˜Œ，˛—— –̌»

—–‰———¨˛——†˛„⁄——，˘—…—，——————†˛˜–†¿
†˛̃ –——•—̈ —̨——¥̂ ———̇ ，。

1982 ˜Œ，˛——ˇ—“———‰——•‰„⁄——，—£¨˛
—，——————˙，„«—†·ƒ‚–·ƒ‡⁄。 ¸ß——·—¨¸„«

——，———ˆ̋ ‹̊ —́ —̃—·—。 2 ˜Œ”—，„«—†·ƒ— —̃—

—“`——…—˝‰«———“—˜¨¸˚´¨¤”˝¯'—“•˙»§¿—

——̄ œ̈ ¤‰»‚，̧ ß‚”——。 1990 ˜Œ， ˛—— –̌»̆ —̨ “

“¨«„œ̃ £•¶———“‚—†¿”。
˛——ˇ—œ»—…—˘˝，—————œ¨¸，¸ß”˝—ˇ—Ø

———Ø”ˆ`¸， ‰«——…”—˜»———¨«—Ł‡—¨¥——„«

——，†»̀ ——»•—‚，¶ø̄ fi。 ˙—†»— ，̂¸ß‰«——…”— ¿̀—»————˜2
˝——“—Ł—ø‚，̀ …̧—̌ —— —̃¡—§。

“‰æ̃ Œ，˚ —̇—„œ„††œ—‡‡—̀ ¢100 ——̃ Œ，—§̌ ——‡̊ ••˙

‡£–——“。 ”˚–̌ ，́—§—‡̊ •‡—̀ ¸̨ ——ˇ̂ ¿————·—†»¶fl— “̃——
——”。 ˛—— —̌——§̌ ——˜̋ ‹̊ –，»„…Æ‡———– …̊ ，̇ˇ ”̈—̋ Œ‡—̀ ¸

《———¶–£‡——»¿ —̄ ‰̌，— —̃ 》̃《˛———‰—•¯̇ —̌ ƒ̨ “”˛̋ ¶–…‰—

•¯——》《˛—̊ ˙¨—”˛·——»‚—`‹¶—˛˜»fl‰——–——‰，——†˛„⁄——

— 》̃—¨1 ˝—————¶`̊ Ø– …̊ 。̇
“˛—‡£¶—̇ —̃ Œ̂ ‰̇†，˜ª̂ ˙̌ ————œ»—̨ —— ，̇‚——ƒ—–†»

˝——·—fi†»——— —̃—‚£—œ»—，—“¶——§̌ ——œ̊ •—¨̆ —̊ —̇ —́—„œ—˜

—œ̊ •，•‰̃ —¿·— —̂¶、——— —̂¶。 ”˛—— ¶̌———–—̈ —̧—·«——‰—。

办好办实每一件关键小事
—————————•¤»œ„—¿“—„“˛—̨ “̈ ”————̊ —̊ ”́˚—…ø»—¶fĺ ———

■我为群众办实事

•—»¸̌ —•¤—”——¿““˛—̨ “̈ ”————̊ —̊ ”́—·——¶—̌ —·—»Æ

向 15名申请执行人兑现案款近 30万元

法院干部多跑腿 山区群众少跑路

现场兑付执行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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