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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零敲碎打、单兵突进，有时候难免会事倍功半。那么，
如何才能打好基层社会治理这一组合拳？府谷县庙沟门镇颇有妙招。庙沟门镇位于
府谷县西部与内蒙古接壤地带，面对工矿企业多、外来人口多、矛盾纠纷多、治安压力
大等问题，该镇探索建立了“多元融合”治理体系，打造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爸爸，生日快乐！”
大年初四中午，公安

高新分局马扎梁派出所
辅警李佳龙和同事们刚
处理完群众求助警情回
到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
放了一个警察主题的生
日蛋糕，刚满4岁的儿子
喊着“生日快乐”奔向
他。妻子挺着大肚子满
怀歉意地对他说：“今天
是你的生日，孩子嚷着要
见你，知道你值班不能回
来，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没打扰你工作吧？”

原来，当天是李佳龙
33岁的生日，看到眼前
这一幕，他眼角不由得泛
起了泪花。点蜡烛、唱生
日快乐歌……妻儿在一
旁忙得不亦乐乎。

李佳龙2012年进入

公 安高 新 分 局 工作 ，
2018年主动请缨来到偏
僻的马扎梁派出所。在
所里的3年来，他参与办
理各类刑事和行政案件
96起，调解各类矛盾纠
纷 112 次，采集扫黑除
恶、疫 情 防控 等信息
9000余条，协助所领导
建成驻企警务工作站2
个。李佳龙的妻子是榆
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
的一名医务人员，平日里
两地生活让夫妻二人聚
少离多。临近年关是夫
妻二人全年少有的团圆
日子，但每年春节值班，
他主动请缨，让自己多值
几天，替换其他离家较远
的同事回家过年，今年已
经是李佳龙同志连续第3
个年头在单位度过除夕。

（一）完善电子合同订立规
则，增加了预约合同的具体规定

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二条规
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
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
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
收 货 人 的 签 收 时 间 为 交 付 时
间。电子合同的标的为提供服
务的，生成的电子凭证或者实物
凭证中载明的时间为提供服务
时间；前述凭证没有载明时间或
者载明时间与实际提供服务时
间不一致的，以实际提供服务的
时间为准。

电子合同的标的物为采用
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合同标的
物进入对方当事人指定的特定
系统且能够检索识别的时间为
交付时间。

电子合同当事人对交付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方式、时间另
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九十五条规定：“当
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
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
书等，构成预约合同。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
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
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
约责任。”

（二）完善国家订货合同制度
民法典规定，国家根据抢险

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
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计划的,
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
义务订立合同。

（三）增加规定情势变更
制度

民法典规定：“合同成立后，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

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
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
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
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
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
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
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四）增加规定物业服务合
同，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
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
式催交物业费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规
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
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
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
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
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
拒绝支付物业费。

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
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
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
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
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
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
催交物业费。”

(五）在物业服务区内违反消
防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
应予以制止

民法典规定：“对物业服务
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
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
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
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
助处理。” （未完待续）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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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的重要变化

本报讯（通讯员 白磊） 2
月19日，清涧县交警大队开展夜
查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等交
通违法行为。

行动中，重点查处酒驾醉
驾、涉牌涉证、超员、无证驾驶等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特别对酒驾

醉驾采取零容忍态度，逢车必
查，有效打击个别驾驶员的侥幸
心理。当晚，共出动警力102人
次、警车 10辆，设置 15个执勤
点，查获饮酒驾驶 1起、超员 1
起、旅游车违法1起、其他违法
行为146起。

本报讯（通讯员 孟田 郭霞）
连日来，神木交警城区一中
队、二中队精心组织部署，严
查各类面包车、商务车超员载
客、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严
防发生群死群伤事故。同时，

加大对县、村道路的巡逻管控
力度，逐一检查过往面包车、
商务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
理，消除风险隐患，营造严管
高压态势，全力做好重点风险
隐患的排查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云隆） 春
节期间，吴堡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积极开展巡逻查控、出警处置、服
务群众等工作，2月15日，帮助一
名走失孩子找到家人。

当日 15 时 33 分，巡特警大
队民警接110指挥中心指令，城
区福临阁外河滨路有一个2岁左
右的小女孩哭喊着要找妈妈，疑
为走失。接到指令后，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将正在哭喊的小女孩
抱起安抚。通过多方打听与其

父母取得联系后，民警将孩子
安全地交到了父母的手中。
后获知，孩子和奶奶在三
星大酒店附近玩耍时，趁
大人不注意一个人走到
福临阁附近。民警一再
嘱咐孩子家人要汲取
教训，不能让孩子脱
离大人的视线，
防 止 类 似
事情再次
发生。

本报讯（记者 张娟娟 通讯
员 冯小朋） 2月19日，市公安
局官方抖音号开启的一场以“文
明守法 平安伴行”为主题的“夜
查直播”，被省公安厅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吸引了全省29.8万人
观看，获得了广泛关注和点赞。

行动当晚，民警以直播的方
式，向网友呈现了市交警支队榆
横大队和公安高新分局巡特警大

队在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沙河路十
字路口的执法情况，整场直播活
动持续了90分钟。直播中，民警
一边向网友介绍酒驾查处流程，
一边讲解饮酒驾车的危害，做好
安全出行提示。对于巡特警身上
的帅气“装备”，主播也对好奇的
网友一一进行了介绍，引发了网
友们热议。此次夜查行动共出动
警力40余人、警车6辆。

榆林公安直播夜查
近三十万网友围观

本报讯（通讯员 李翌琦）
近日，神木店塔派出所民警到神
木市看守所进行二次谈话时，在
看守所门前发现一名驾驶机动车
的男子肤色泛黄、身材瘦弱，且神
色慌张。民警推测该男子有吸毒
嫌疑，随即将其传唤至派出所进
一步调查，对其尿液用吗啡试剂
检测结果呈阳性，在铁证面前，该

男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吸毒事实。
经查，该男子张某有多年吸

毒史，当日其来看守所接行政拘
留期满释放的毒友刘某，结果被
民警抓个正着。目前，张某被依
法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因
有多次吸毒前科，经认定其吸毒
成瘾严重，被公安机关依法责令
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瘾君子”看守所接友“自投罗网”

节日在岗 坚守奉献

暖心！

吴堡民警帮走失孩子回家

本报讯（通讯员 康志峰） 春
节期间，佳县公安局坚持“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最实措施，不出丝毫
差错”的工作原则，彰显葭州铁军
风采，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公
共安全万无一失”。

结合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明显
增大的实际情况，配合相关部门全
面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工作。严把
高风险地区人员入佳关、隔离场所
安保关、居家隔离管控关，筑牢守
护佳县人民群众健康的防火墙。
核查市局下发信息数据5648条。

交管大队大力强化春节期间
全县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严查“三
超一疲劳”、酒驾毒驾、涉牌涉证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赤牛

坬景区日均车流量1000余辆，民
警日均疏导10小时以上。

针对春节期间社会治安实际
情况，将打击触角向易发案地域延
伸，持续加大反电诈宣传力度，严
打侵财、严重暴力、涉枪涉爆和食
药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全县社会面巡逻防控采取动
态布警、错时巡逻、叠加防控等措
施，强化重点部位巡逻部署，最大
限度地提高街面见警率和查处
率，有效震慑和打击各类现行违
法犯罪。

据统计：春节期间，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3起，打击处理1人，抓
获逃犯1人；查处及纠正交通违法
行为720余起。

街面巡逻
2月13日，府谷巡特警

在城区街头巡逻。
春节假期期间，府谷县

累计投入民警、辅警1399人
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
面，确保人员密集场所等重
点部位平安有序。对全县3
座民爆物品储存库房、3座
烟花爆竹储存库房，38家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进行督导检查。县局疫情
防控指挥部启用 5个疫情
检查卡点，累计检查车辆
205辆，盘查人员252人。

通讯员 康少东 摄

佳县公安

用最严要求确保万无一失

平安出行平安出行365365
榆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办

直播现场直播现场 张娟娟摄张娟娟摄

2 月 15 日，李佳龙
和儿子齐唱生日歌。

基层党组织是
开展党的工作的基
本单元，是党在社
会基层组织中的战
斗堡垒。庙沟门镇
坚持以“多元融合
体”党建品牌为引
领，按照“组织融
合，共抓共建”的思
路，采取“组织互
融、管理互融、教育
互融、活动互融、作
用发挥互融”的党
建工作模式，加强
镇党委与国有企业
党委、农村党组织、

“两新组织”的融
合，形成融合共建
一盘棋。2020 年
以来，该镇机关支
部协调庙沟门电厂
党委出资123万元
建设化皮沟村级阵
地，基层组织的凝
聚力、战斗力进一
步增强。

多元融合 共同治理
——府谷县庙沟门镇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记者 赵娜

庙沟门镇始终将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得到实
际利益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的工作标准。从群众普遍
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
问题出发，大力实施“两场
（厂）三供四中心”建设。投
资1274万元完成第二污水
处理厂、集镇农贸市场项目，
投资6745万元完成集镇供
暖、供气、供水新建改造项
目，投资6732万元完成新中
学、第一第二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中峰山森林公园、光明
大街与大石公路连接线项
目，让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
福感更浓、安全感更强。

同时，该镇全面打响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百日行动”攻坚战。实施见
缝插绿工程，累计在集镇东、
西两山绿化6200亩，全镇农
村厕改率达到88%。全面实
施“一拆二清三化四治”工
程，市容市貌得到彻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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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沟门镇依托镇内
规模工矿企业多优势，
采取“地企共建+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的融合发展模式，实
施工业反哺农业，推动
实现全镇经济社会发展
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该镇联合国神三道沟煤
矿，实施“万亩坡改梯，
万亩生态林”工程，利用
已平整的土地建成采摘
园，种植高产绿色农作
物、紫花苜蓿、中药材等，
建成全钢双膜拱棚、暖棚
及相关配套设施，带动效
益明显。项目全部建成
后，西尧沟合作社年可实
现收益300余万元，参股
合作社的66户村民年均
可实现分红 4.5 万元。
同时，该镇的沙梁古镇被
成功评为国家3A级景
区，沙梁村被评为省级历
史文化名村和市级乡村
旅游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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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企业多、外
来人口多、土地塌陷、
征地赔偿、村集体分
红、社会治安……面
对来自镇域内各种矛
盾问题，庙沟门镇在学
习借鉴“枫桥经验”的
基础上，有效整合各方
面力量，形成“1+9”的
多元化解机制。该镇
坚持“便民利民、方便
管理”，划分全科网格
13个，将镇村干部、派
出所民警、司法干警、
党员、楼长、志愿者设
为网格员，并在集镇新
设监控探头55个、交
通违法抓拍探头4个，
形成全科网格化服务
管理体系。同时，在辖
区各村委、社区组建义
警120名，会同派出所
民警共同参与矛盾排
查化解等系列活动，
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
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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