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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

法治在线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王宝玉 袁 飞）自4
月下旬以来，为进一步推进“两城”联创交通秩序管理工
作深入开展，彻底解决市区车辆乱停乱放影响市容、阻碍
交通问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重拳整治市区车辆乱停乱放
等违法行为，对违停车辆做到“零容忍”。

该支队坚持“街面巡逻+视频巡逻”、“地毯式”巡逻，
对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突出的区域、路段，实施高频度、高
密度滚动整治，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秩序。

行动中，全体民警、辅警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整
治，对占用停车泊位经营的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发现有违
法乱停乱放的车辆，张贴告知单，及时通知车主规范停
车，无法通知车主的进行拖离，并对相关法规进行宣传，
提醒驾驶员按规定有序停放车辆。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交警支队以全面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长效化工作为主线，全警动员、全
力以赴，突出问题导向，明确工作重点，强化责任落实，
不断规范、改进和提升管理水平，对停车乱点进行持续性
日常整治，形成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

该支队还以市区主次干道、主要路口、汽车站、大型
商场超市、集贸市场、学校周边路段为整治重点，实行大
队领导分片包干，各大队将道路按中队管辖进行“承包”，
将责任路段分至民警，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通过以点
带面、以点促面、网格化管理等方式，坚持通过流动巡
逻、说服教育、拍照取证、粘贴违法告知单等方式，加大
车辆乱停乱放整治工作力度。

该支队要求执勤交警、辅警，对违反禁令标志的，该
抓拍的抓拍；对机动车驾驶人在现场拒绝驶离的，该现场
处罚的坚决予以处罚；对驾驶人不在现场的，一律拍照粘

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对严重阻碍道路通行的，该拖移的坚
决予以拖移；对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做好证据采集工
作，从重处罚，确保实现停车入位、停放有序，禁停道路
无违法停车现象，道路交通秩序取得显著好转，形成文明
行车、规范停车的良好社会氛围。

记者了解到，针对机动车数量不断增长与公共停车位
缺乏的矛盾，交警支队设计新增了停车泊位，以缓解市区
停车难的问题。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张政勇介绍，在下一步工
作中，为强化整治成效，交警支队将保持严查严管态势，
采取大队、中队之间交叉执法的措施，科学布设警力，灵
活变换时间，增加行动频次，从严整治车辆乱停乱放违法
行为。同时，与辖区城管、交通等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执法
队，重拳打击、持续发力，对市区车辆乱停乱放始终保持
严查严处的高压态势。

市交警支队对违停车辆“零容忍”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张政勇、直属一大队大队长
刘永杰等深入一线查违停。 本报记者 王 冰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尚林杰 王慧珍）
“今天我当班”采访体验活动开展以来，市人民检察院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策划，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记者集中采访
体验活动，收到明显成效。

活动中，该院宣传处围绕院领导批示要求，把搞好此
次宣传活动作为阶段性宣传工作重点来抓，扎实推进，不
搞形式、不走过场。

为此，市人民检察院专门下发《关于在全市检察机关
开展“今天我当班”记者集中采访体验活动的通知》，要求
各县（市、区）人民检察院宣教部门全力配合好活动的开
展。同时要求，活动期间要做到“四重视”：重视发挥媒体
作用，要发挥主流媒体优势，发挥平面媒体尤其是新媒体
的基础作用，发挥检察系统两级院新媒体工作室作用，实
现活动效益最大化；重视精心策划，处理好日常工作与配

合采访活动的关系，确保既不影响相关单位和干警正常开
展工作，又能使体验活动有效开展；重视保密工作，把握
内外有别的原则，不宜公开的工作场所、人员、内容及手
段等不纳入采访体验活动范围，防止发生泄密事件；重视
注意监看相关报道及互动内容，确保积极正面，防止出现
杂音、噪音。

市人民检察院宣传处统一邀请《河南法制报》《大河
报》《东方今报》《商丘日报》及商丘广播电视台、人民法
治网、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大河网、映象网等多家
媒体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各基层检察院进行统一集中
采访体验，并针对不同单位，采取不同的采访形式，确保
采访实效。

活动开展以来，共在《商丘日报》《东方今报》《河南
法制报》《大河报》等刊登记者采访体验文章 36篇，在商

丘广播电视台播发采访专题 9个，在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
络版、人民法治网、大河网、映象网等刊稿36篇，被各级
网络媒体转发200多篇（次）。此外，市人民检察院还利用
自媒体，在商丘检察手机报，商丘检察微信、微博、门户
网站开设“今天我当班”采访体验专题，转发专题文章 72
篇、图片新闻 213张、视频专题 36次，被省人民检察院微
信公众号转发6篇。

市检察院采访体验活动成效显著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孙速启） 5月 16
日，宁陵县人民法院召开扫黑除恶工作推进会。院党组
书记、院长王宏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做好扫黑除恶工作的文件精
神，分析了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面临的严峻形
势，全体干警认真学习领会了文件内容。会议指出，全
体干警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坚决打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这场硬仗。

会议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
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们必须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
会议要求，要增强大局观念，提升思想认识。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相关部门协调配
合，切实担负责任使命，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实效；要深入排查涉黑
涉恶犯罪线索。从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认真排查
案件中隐藏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深挖涉黑涉恶犯罪背
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做到发现线索及时移送扫黑
除恶办公室；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在主要
街道、广场悬挂条幅、摆放展板，依托微信、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及电视、报纸等媒介，积极宣传黑恶犯罪典型
案例、扫黑除恶法律法规等知识，在全社会营造扫黑除
恶舆论声势。

宁陵县人民法院

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丁 红） 5 月 15
日，梁园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
会，院党组成员、专职检委、各部门负责人和扫黑除恶
检察组成员参加会议。会上，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孟
萌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市、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有
关文件和精神。

会议提出，今年是扫黑除恶攻坚年，也是三年行动
承上启下关键之年，全院干警务必切实增强专项斗争的
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扎实推动工作。

就下一步扫黑除恶工作，会议提出四点要求：要提
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立足检察职能，以对党和
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投入，切实抓实抓好抓
出成效；要认真履行职责，提高案件质效。对重大涉黑
涉恶案件及时跟进，提前介入，认真贯彻依法严惩方
针，坚持逐案向市院、省院请示汇报制度；要发挥监督
职能，工作落地落实。细化措施，聚焦主题做好诉讼监
督，把工作推向深入；要加强宣传报道，注重总结经
验，及时通过多种形式推送信息，公开案件信息，充分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展示检察机关的决心和成效。

梁园区人民检察院

及时跟进 提前介入

为律师取证为律师取证““撑腰鼓劲撑腰鼓劲””让审判质效让审判质效““加油提速加油提速””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实习生 贺 鹤 通讯员
王建华）面对执行攻坚中存在的案件多、执行人员少

的现实，为深入挖掘社会潜力参与执行，梁园区人民法
院近期大力推广律师调查令，已成为助攻执行难的又一
利器。自今年3月份以来，在4起执行案件中，律师调查

令充分发挥作用，使案件执行程序明显加快。
据了解，该院近期下达的律师调查令，均在较短的

时间内向法院反馈了结果，律师调查令不仅充分发挥了
律师在执行工作中的良好作用，有效缓解了“案多人
少”的矛盾，更成为了助攻执行难的有效举措之一。

梁园区法院律师调查令助推执行攻坚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边丽娜） 5月 20
日，宁陵县人民法院在受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中，向原告方律师签发了律师调查令，授权该律师到县
房管局调取相关证据材料。这是自 4月 26日，省高级人
民法院与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联合发布《关于在民事
诉讼和民事执行中实行律师调查令的若干规定》后，宁

陵县人民法院发出的第十份律师调查令。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宏伟表示，法院依据申请向

律师签发调查令，一方面可以保障律师的调查权，维护
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可以节约法院的司法成本，更加充
分地发挥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在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中
的作用，提高审判与执行的效率。

宁陵法院实行律师调查令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褚莉莉）为解
决案多人少问题，进一步提高执行质效，及时维护胜
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睢县人民法院积极采用新的执
行措施，使执行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月 17
日，睢县人民法院因使用律师调查令的举措，让一起
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起死回生。

在孙某申请执行褚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
行人褚某拒绝报告财产，申请人孙某无法提供被执行
人的财产线索，而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控，也没有发
现褚某名下有可供执行查封、冻结的财产。财产查控
没有收获，从被执行人本身也无法突破，此案件的执
行一时间陷入了困境。

执行法官了解到褚某是一名退休人员，每月可能
有退休金等固定收入。经申请人的委托律师提出申
请，执行法官依照相关规定，向申请人的委托律师发
出了律师调查令，批准其前往商丘市机关事业社会保
险管理处调查褚某的社会养老保障和退休金领取情况
信息。申请人的委托律师持调查令调查后，得知褚某
每月有 3000多元的退休金。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睢县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了褚某的退休金账户，并
对其拒不如实报告财产作出拘留15日的处罚。

律师调查令显神威
不如实报告财产被处罚

5月21日，睢阳区
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
人一行十余人到睢阳
区人民法院视察指导
工作。省人大代表宋
肃远表示，睢阳区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设施齐全、科技感强、
智能化高，利民便民
程度一流。他们对这
次视察非常满意。
潘 磊 王艳秋 摄

本报讯（贺德威）近日，柘城县人民法院在受理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向原告方律师签发律师调查
令，授权该律师到郑州市某银行调取相关证据材料。据
悉，这是该院发出的首份律师调查令。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原告
律师无法调取郑州市某银行的部分证据材料，原告律师
遂向法院申请为其签发律师调查令。为进一步查明案件
事实，节约司法资源，承办法官依法审查了该申请，在

核实了其申请调查的范围和无法自行收集的客观原因
后，依法向该律师签发了调查令，同时明确了调查令的
使用期限及要求，并书面送达了使用须知。随后，原告
律师持调查令到郑州该银行调取了案件证据材料。

律师提前介入财产或证据调查的方式，不仅有效缩
短了案件的审理周期，而且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全
社会信法守法的信誉度，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双
赢，受到律师和当事人的广泛好评。

柘城法院发出首份律师调查令

本报讯（秦和红）为丰富干警文化生活，提高干警
身体素质，近日，民权县人民检察院举行 2019年度全
体干警体育运动会。

当天上午 9时许，该院广场上彩旗招展、鲜花盛
开，全院干警身着运动服，整齐列队。升国旗，唱国
歌，在庄严和喜庆的氛围中，2019全院运动会开幕式
隆重举行。

随着一声哨响，男女混合拔河在一片加油声中拉开
了整个比赛的序幕。本届运动会共设拔河、跳绳、乒乓
球、羽毛球、跳棋、象棋等6个比赛项目，全院70名干
警全员参加。该院领导班子成员既当指挥员，又当运动
员，精心组织，积极参与。

比赛现场，既有老当益壮的老检察官，也有刚入警
的热血青年。赛场上，巾帼不让须眉，男女上阵，斗志
昂扬，整个运动会有条不紊，充满了团结，奋进，追求
更强、更高的热烈氛围，参赛运动员交流了感情，增进
了了解，促进了和谐。

举办体育运动会，是民权县人民检察院进一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参赛干警表示，决心以此为起点，在今后的检察工作
中，紧紧围绕“抓党建促队建、找问题促规范、补短板
促提升”的总体工作要求，牢记使命，服务大局，依法
履职，谋主业促发展，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向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民权检察院

举行体育运动会

5月17日，睢阳区人民检察院组织20余名党员志愿
者，开展以“保护绿水青山、倡导文明旅游”为主题的
文明旅游宣传活动。图为志愿者在日月湖景区向游客讲
解《旅游法》及《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等
法律法规的内容。 王丹青 摄

本报讯（周学峰）近日，夏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针
对辖区内部分面包车、大货车等重点监管车辆存在逾期
未检验、多次违法未处理和逾期未报废等违法违规行
为，存有严重安全隐患的不利情况，启动“隐患清零”
专项活动，集中报废332辆问题车。

该大队将问题车分为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和多
次违法未处理三种类型，分别采取电话告知、入户通
知、网上公示和查处告知等形式，告知问题车车主或实
际管理人及时办理机动车年检、交通违法处理和机动车
报废业务。对于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以上业务的重点
车，详细了解未办理原因、车辆是否已经灭失和是否故
意拖缴罚款等情况。对于确因外出务工、家人生病等原
因造成问题车不能按时审验的，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限内
指定他人代为审验。对于因自然损坏、交通事故等原因
造成车辆实际灭失的，提供相关手续后进行注销。对于
已经到达报废年限仍在上路行驶的问题车，录入缉查布
控系统实时监控，一旦发现问题车行动轨迹，立即指令
就近执勤民警进行路面查处，进行强制报废。

此次“隐患清零”专项活动，有效地消除了问题车
违法上路带来的安全隐患。

夏邑交警大队

集中报废332辆问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