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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人李某与被执行人
马某原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马某
欠付李某 7 万余元。案件经法
院裁判，进入执行程序。由于前
期与当事人沟通未果，执行法官
将此案纳入本次突击执行行动
中。

早上5时许，毛庆军法官团队
到了马某家。一敲门，执行人员便
吃了闭门羹，被执行人拉开一条门
缝与执行干警交流并阻止进入，态
度极其恶劣。看到镜头后，更是激

动起来，连连遮挡，并对执行人员
大声喊叫，声称只准一个人进屋。
执行团队评估了现场情况后，承办
法官毛庆军毫不畏惧，只身进入，
与马某进行沟通，缓和了剑拔弩张
的气氛后，趁沟通间隙打开门，执
行助理得以进入，但马某仍然抗拒
镜头，阻止拍摄。案结事了是目
的，毛法官和助理一边安抚马某，
一边向其分析利弊，释法明理，被
执行人仍以对法律文书不服为由
拒绝履行。

执行人员遂将其拘传到法
院，并通知申请执行人李某到
庭。到庭后，二人情绪均比较激
动，和解一度陷入僵局。毛法官
从食堂为没吃饭的马某带来早
餐，并提供热水，在马某情绪缓
解下来后，与其交谈。毛庆军察
言观色，从双方的争吵中抓到和
解的“七寸”，以此为契机对双方
提出的意见“见招拆招”。马某
迫于法律的权威，最终同意与李
某达成和解，马某让家人抓紧筹

措了 3 万元,并当场通过支付宝
向李某支付，承诺余款于半年内
付清。

突击执行行动期间，执行干警
在数九寒冬里冒着严寒，向人民群
众展示了一往无前的斗志、敢打必
胜的决心、超常有力的举措和决战
攻坚的姿态。芝罘法院将以此活
动为契机，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加
大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力度，让人民
群众在这寒冷的冬日感受到公平
正义的暖意。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鹏飞 摄影报道）连日来，区
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冷链食品疫
情防控工作，以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为抓手，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责任，
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的“人
防”和“物防”工作，严控严防冷链
食品环节疫情传播风险，巩固疫情
防控平稳态势。

建立完善“四员制度”，落实
“四方责任”要求。在建立区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九田市场
疫情防控工作组的基础上，目前又
在各街道园区成立街道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以及桦霖冷库
疫情防控工作组，明确街道和行业
主管部门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
主要职责，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
11家生产企业和10家较大的第三
方冷库单位设置驻厂员，在一线帮
助企业落实防控职责。各街道在
全面摸排清楚冷链食品经营主体
底数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巡查员开
展日常巡查检查工作。同时，各街
道和行业主管部门各自安排1名素
质较高的工作人员作为冷链食品
的联络员，统计上报日常工作报表
及各项数据，特别是能够带头做好
防控知识宣传普及工作。此外，成
立督导小组对各街道进行督导检
查，重点帮助各街道专班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对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
指导，有效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

建立完善“两项机制”，做好
“人物同防”工作。在人防方面，研
究制定《芝罘区冷链食品及相关人
员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工作方
案》，每14天一轮安排督促冷链食
品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截至
目前,已开展11轮应检尽检工作，
共检测人员35241人次，产品及内
包装28184份，环境42040份。在
物防方面，区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认真研究了山东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系统的应用，安排专人与

省研发团队技术人员进行对接，全
面掌握系统的全部模块功能及操
作步骤，同时为各街道申请监管端
账号，结合对街道专班督导工作，
帮助各街道熟悉和知晓冷链系统
应用的重要性。截至目前，各街道
都能够顺利登录冷链系统实现线
上线下同步监管，全区进口冷链食
品经营单位也都能够登录系统进
行监管仓报备、出库入库信息录
入，保证进口冷链食品的全程追
溯，确保冷链食品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风险可控。

建立完善“应急制度”，强化
“突发事件”管控。疫情防控处置
离不开快速反应机制，结合疫情防
控实际情况，我区制定了《芝罘区
涉新冠肺炎阳性冷链食品疫情防
控应急处置工作预案》，明确应急
处置流程和相关单位职责分工，提
高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效能。
目前，已先后完成对济南盖世冷库
厄瓜多尔白虾、栖霞明屹食品猪
肉、济南闵辉玻利维亚牛肉、青岛
耐凯恩巴西牛肉等涉疫进口冷链
食品、莱阳监管专仓大麻哈鱼涉疫

食品协查处置工作，区市场监管
局、芝罘公安分局、区卫健局及区
疾控中心按照应急协查机制，迅速
落实应急防控措施，保障人员管控
和物品追溯同步开展。同时，区冷
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九田市
场疫情防控工作组、桦霖冷库疫情
防控工作组建立日报告制度，对每
日工作情况进行及时总结汇报，对
突发事件按照要求，每半小时汇报
1次工作情况，确保将冷链食品的
涉疫事件管控在最小范围、风险能
够降到最低状态。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卢希鹏）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0
年度山东省大数据发展创新平台名单，
我区烟台淼盾物联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入
选，获评省级大数据产业创新中心。

大数据发展创新平台建设是我省构
架产业创新生态、促进大数据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各类创新平台定位
不同，其中，大数据产业创新中心重点定
位于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据了解，烟台淼盾物联技术有限公
司是一家致力于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打造智慧消防
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智
慧消防和城市应急物联网平台研发与服
务。下一步，区工信局将强化大数据产
业创新中心的动态管理，加大扶持力
度，积极协调解决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
的瓶颈和问题，为大数据发展提供平台
支撑。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吴丹）为认真履行职责，提高基层渔
业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做好渔业技术
指导工作，近日，区渔业技术推广站10名
基层技术人员积极参加山东省渔业技术
推广站组织的技术培训班。

为了保证培训学习取得良好效果，
集训人员十分珍惜这次专家学者传授知
识和技术的机会，端正学习态度，用严明
的纪律维护学风，保证培训工作的顺利
进行，使培训活动收到实实在在的效
果。在学习过程中，结合本站工作实际，
认真学习，力求学得更多一点、更实一
点。

此次培训中，主办方邀请中国海洋
大学董双林校长、鲁东大学杨建敏教授
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各位专
家学者分别就产业现状和养殖关键技
术、病害微生物检测及治理技术、养殖环
境控制与治理、繁育技术与新品种应用
等进行了详细讲解，使基层技术人员受
益匪浅。通过学习培训，使技术人员在
思想、业务和工作能力上都有所提升，掌
握了更多的理论和业务知识，在今后的
工作中，能够更好地用于指导本地区渔
业生产实践，推动我区渔业技术推广工
作更好发展。

严控传播风险 巩固平稳态势
我区持续开展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做好“人防”和“物防”

区法院开展保民生专项执行行动
集中力量打出声威，提高质效，维护法律尊严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晓华 小荃 文龙）为贯
彻最高院《关于开展“发挥执行职
能、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专项执行行动的工作方案》，根
据市中院的统一部署，区人民法院

于2021年1月15日开展保民生专
项集中执行活动，集中强大力量，
打出执行声威，切实提高执行质
效，维护法律尊严。

凌晨4时50分，天还未亮，区
法院院内红蓝警灯交替闪烁，执行

局9个实施团队分8路同时出动，
13辆警车、60余名干警整装待发。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以涉民生案件
为重点，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亲临指挥中心,全程见证本次行
动。同时,邀请媒体记者跟随执行

团队出发，加深社会各界对法院执
行工作的理解，形成全社会共同解
决执行难的合力。本次行动共拘
传9人，实际执结4起案件，到位金
额11万余元，达成和解5起案件，
涉案标的1000万余元。

坚持不懈，啃下小额“硬骨头”

被执行人于某欠付申请执行
人杨某转让费及原料费3万元,多
年未还。案件经法院裁判，于某应
给付杨某3万元。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起初被执行人于某态度良
好，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协议，但
协议过后于某玩起失踪，杨某无奈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承办人毕庭
长前期做了大量工作，耐心向被执

行人于某释法明理，并强调其如不
履行法律义务则有可能面临罚款、
拘留等惩戒措施。于某分两次偿
还1.5万元后，余款找到案外人吕
某担保，吕某写下担保函，双方当
事人再度达成和解，被执行人承诺
将全部欠款还清。此后，于某就再
也没露过面，申请人杨某每次催
债，被执行人总是拖延时间，迟迟

未能履行。
标的额虽小，案件却是“硬骨

头”。毕庭长决定以此保民生专项
集中执行活动为契机，把这块多年
的“硬骨头”啃下来。由于被执行
人已失去联系多年，剩余款项只能
由担保人归还。凌晨5时整，毕庭
长带领团队直奔担保人吕某住处，
几经辗转，敲开吕某家门。吕某对

执行人员上门大感意外，冷静下来
后表示,他很久没有于某消息了，
觉得自己替人受过过于冤枉。毕
庭长耐心劝解，释法明理。吕某有
感于执行人员的耐心细致，亦迫于
执行的威严，当场将余款及迟延履
行金、执行费等共计3万元悉数打
到法院账户，本案当场执结，打响
了突击执行行动的“第一枪”。

临危不惧，温情执行巧结案

我区一公司
获评省级创新中心

区渔业技术推广站
组织参加省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赵旭）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
要求，教育和提醒党员干部“过好节、过廉
洁”，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近日，区
自然资源局召开廉政教育提醒会议，党组
成员和各科室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要求，临近春节，各科室单位要
强化对所属党员干部职工的廉政教育，组
织重温“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政策规
定，所有股级以上干部要切实增强清正廉
洁的自觉性，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树立良
好形象。会议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
年工作要按照稳中求进的主基调，确保大
事之年不出大事。全体党员干部要讲政
治、守规矩、讲纪律，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打造一支政治过
硬、业务精通、作风扎实的干部队伍。

此次廉政教育提醒会，进一步增强
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大家表示，在
今后工作中，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自觉约束个人言行，做到不闯红灯、
不越红线，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放心。

区自然资源局召开
廉政教育提醒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