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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法院“利剑”出击擒老赖

民生

“安居法院按照省法院部署，已集结

干警 87 名，参加‘执行大会战’集中统一

行动，请指示”。9 月 4 日下午 2 点，随着

安居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何宪法向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声汇报，安居区人民法

院“执行大会战”正式启动。

当天，安居区人民法院还邀请到区人

大、区政协、区委政法委、区检察院、区公

安分局等单位领导及执行网格员代表参

加启动仪式。

活动上，何宪法在安居区人民法院办

公楼前向遂宁中院院长杨诚汇报了该院

“执行大会战”集中统一行动的准备情

况。随后，在省法院院长王树江统一下达

行动指令后，安居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全体

干警奔赴执行工作第一线。

“喂，请问你们这是安居区人民法院

哇？你们所要擒的老赖熊某正在镇上的

一家餐厅喝酒……”仪式刚结束，执行法

官就接到举报人的电话。何宪法当场作

出指示，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率执行法

官、法警一行 11 人立即奔赴安居区某乡

镇某餐厅捉“老赖”。

7 月 9 日，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胡某

申请执行熊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标

的金额人民币 7.5 万元及利息。案子受理

后，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熊某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传票等文书，但熊

某对法院的文书不予理会，也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法官多次走访

了解得知，熊某系安居区某镇人大代表、

村主任，同时也是党员。

经多次向熊某打电话释法明理，熊某

都未到法院说明情况也未履行义务。 8
月 8 日，安居法院依法将熊某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并限制其高消费，采取措施

后，熊某依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理

不睬。

9 月 4 日下午 2 点 50 分，承办法官接

到举报，熊某正在某餐厅喝酒。面对火

速赶到的执行干警，正喝得高兴的熊某

不以为然，直接叫嚷：“你们要抓就抓，能

把我怎么样？”随后，2 名法警迅速将熊某

控制并带上警车。下午 4 点，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态度极其恶劣的熊某司法拘留十

五日。

据悉，执行大会战首日告捷，执行案

件 6 件，执行到位金额 14 万元，查找被执

行人 5 人，查封房产 8 套、土地 2 宗、车辆

5 辆，拘传 3 人，司法拘留 1 人，发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10 人。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今年来，一场扫黑除恶主动仗、攻坚

仗、整体仗在全国打响。安居区交警大队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全警齐参战，全民总动员，向黑恶

势力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出实招、出硬

招，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深入推进，取得

了明显阶段性成效。

高度重视 强化认识

4 月 13 日，区公安分局组织区交警大

队中层以上干部召开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部署会”，要求大队责任领导、各

岗位负责人要在此次专项斗争中勇于担

当、敢于碰硬，旗帜鲜明开展扫黑除恶工

作，为政法机关依法办案和有关部门依法

履职、深挖彻查“保护伞”排除阻力、提供

有力保障。

6 月 20 日，区交警大队召开了扫黑除

恶专项工作推进会，要求参会人员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摆上大队工作突出位置，

并迅速组织各岗位开展扫黑除恶工作自

查自纠活动，细致排查岗位“风险点”和

队伍中是否存在涉黑涉恶势力等情况，力

争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将扫黑除恶工作

抓出实效，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平

安、和谐、稳定的道路交通环境。

多措并举 开展摸排

区交警大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投

诉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告涉及道路交通领

域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工 作 举 报 电 话

（8660668），并积极依托“大走访”“大接

访”“警企座谈”活动，以及路面执勤执法

服务点、大队营区服务窗口、群众来信来

访等形式收集、了解、发现涉及道路交通

领域的涉黑涉恶线索，建立信息台账。

同时，区交警大队还积极利用交通违

法处罚、交通事故处理和车驾管 3 个服务

窗口，加强对异常情况、价值线索的收

集，对非法中介扰民和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进行摸排。组织对渣土、砂石运输车辆严

重超限超载的，组织对非营运车辆开展非

法营运、在道路上横冲直撞、无视法律、

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行为认真摸排。

加强防护 正确处置

此外，区交警大队还充分发挥公安交

警的主职主责，在收集涉及道路交通领域

的黑恶线索、配合其他部门开展专项整治

的同时，着力要求路面一线民警、辅警切

实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工作，配备齐全安全

防护装备，时刻保持武装警戒，讲究执勤

执法方式，坚决杜绝民警、辅警“流血又

流泪”现象发生。

为切实预防因道路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

诱发的各类行政、刑事案件，大队进一步完

善道路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处突工作预

案，充分发挥“三大调解”中心在道路交通

事故赔偿调解及矛盾化解中的积极作用。

此外，在执法工作中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

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依法行政、依

法履职，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不稳定因

素形成科学性评估，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及

相关部门汇报，努力消减群众矛盾，坚决防

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发生。

自行动开展以来，共出动警力 500 余

人次，警车 100 余辆次，查获各类违法行

为 3148 起，其中饮酒驾驶 108 起（醉驾 14
起），毒驾 12 起，超载 108 起，无证驾驶

147 起，改型 29 起，行政拘留 76 人。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区人民法院

组织开展扫黑除恶知识测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9 月 5 日，区人民法院组织

全体干警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测试。区人民法院院

长何宪法带头参与测试。此次测试通过闭卷笔试方式，全面检

测了干警们通过前段时间学习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目

标、意义、原则、打击重点及举报方式等方面内容的掌握情况。

据悉，区人民法院组织此次测试旨在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

进一步加强全院干警学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识的力

度，真正做到“入脑入心”，为更好地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

项工作夯实了理论基础，在全院再掀“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区人民检察院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培训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9 月 3 日，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王成虹主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培训会。

王成虹要求，全院干警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省市区重大决

策部署，站在讲政治的角度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全院积

极主动的精神面貌和切实做法，迎接中央督导组督导检查。

要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工作，鼓励群众积极举报，营

造良好群众氛围；要加强全院干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的

学习，以全院干警更高的专业素养和办案能力，做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督导迎检工作；要加大全院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全院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做好扫黑除恶迎检工作。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检察院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应知应会手册》，明确要求全院干警认真学习有关

基本知识，以提升扫黑除恶基本素养，用最充分的准备打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战。

区司法局

迎接区扫黑除恶工作组检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按照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迎检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迎检工作

领导小组办从 8 月 30 日起，对全区的迎检工作进行专项督察。

日前，区司法局迎来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成虹带队

的督察小组，重点督察了区司法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

程中在政治站位、氛围营造、线索台账、档案完善、迎检准备

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督察中存在的一些短板，区司法局表

示将在督察结束后立即作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不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利用多种

监管手段，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充分发挥法治宣传功

能，形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声势；要在深挖“保护伞”

等方面狠下功夫，确保圆满完成 2018 年度阶段性目标任务。

区交警大队

扫黑除恶保稳定 重点打击见实效

秋收临近尾声，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

景象，在这欢乐的背后，却有不少私拉乱

接电线等违规用电行为让危险的“电老

虎”悄悄地“潜伏”下来，给农民群众安居

乐业的幸福生活带来了巨大隐患。

真实演练 护航农村安全用电

为加强农村用电安全知识和技能，进

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规范生

产安全事故处理流程，9 月 4 日上午，区应

急办联合区经信局、区卫计局、区交警大

队、区供电公司等部门深入横山镇双桥子

村组织开展了触电事故应急演练活动，30
余人参加了演练活动。

“救命啊！有人触电了！”上午 10 时，

演练正式开始。随着一声呼救，不少农民

聚集在了田坎间，一名中年人浑身抽搐，

倒在了打谷机旁。

“快！打急救电话！”随之赶来的供电

公司急救人员一边用寻来的干燥木棍挑

开电线，一边帮助触电的中年人做心肺复

苏，帮助其呼吸顺畅。随着时间的推移，

触电农民渐渐恢复了心跳，被急救车送往

了医院。

记者了解到，为保证演练的真实性，

此次演练采取真人实景模拟，给双桥子村

群众还原了一次真实的触电场景。“事

故”现场模拟了一名群众在秋收打谷子途

中，因违规操作私拉电线，导致电流短

路，身体与电线有接触，倒在打谷机旁。

周边农民发现触电后，立即向区供电分公

司巡线人员求救，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用干

燥木棍挑开电线后及时断开电源并向区

供电分公司汇报现场情况，同时拨打求救

电话，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

障组等马上集结并展开了行动，对触电人

员进行心肺复苏术，同时在田间及周边道

路上设置警戒线，保持交通顺畅。救护车

和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刻对伤员进行

了紧急抢救。待人员苏醒后，把受伤人员

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治疗。随着

应急演练活动负责人宣布解除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状态，撤销现场警戒、清理事故

演练现场。本次应急演练圆满结束。

服务下乡 撑起安全用电“保护伞”

“太紧张了，刚开始看人触电都不敢

上前，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怎么应

对。”尽管知道这是演练，但不少村民仍

然心有余悸。

“面对触电者，一定要用干燥木棍挑

开电线，以免救人不成，反遇险！”为加深

印象，保证演练实效，区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以假人做示范，对围观群众再一次讲解

起了触电救援事项，不少村民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随后，服务队还深入到孤寡老人

及“五保户”家中进行用电安全检查，义

务帮助老人们检修用电线路、更换配件，

排除老人家中的安全隐患，向孤寡老人宣

讲安全用电常识，为咨询用电问题的农民

群众答疑解难，切切实实为老人撑起了安

全用电的“保护伞”。

区应急办喻法国告诉记者，“此次演

练，旨在提高全区群众在紧急情况下妥善

处置触电事故的能力，同时也为检验全区

《触电事故的专项应急预案》的科学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农村用电日益普

及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完善应急处置技

术、装备和物资，提高应急救援的适应性

和可靠性，对农村用电人群也要针对性地

开展重点实施体验式安全教育，普及应急

管理及救援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

下一步，区供电分公司将继续组织共

产党员服务队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村

组等一系列的安全用电知识宣传活动，积

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向群众宣讲安全用

电常识、家庭节约用电和用电故障排查处

理方法，供电企业业务咨询、服务新举措

等各类安全用电知识，确保在农村各个时

节，辖区广大群众不仅能用上电，还能用

上安全电。 （郑捷）

本报讯 9 月 7 日，安居区怡东花苑小

区发生暖心一幕：一位 68 岁的老太太在

小区内突然晕厥倒地、不省人事。在这危

急时刻，邻居们纷纷挺身而出，帮老人按

人中和虎口等，进行现场简单急救，拨打

急救电话，待老人醒来，将老人送回家中

休息，令老人一家感动不已。

9 月 7 日上午 9 点 40 分左右，68 岁的老

太太田英像往常一样到小区玩耍，坐在小区

一边扎鞋垫一边与人聊天，坐一了会儿便起

身回家，不料，还没走到家门口她就突然晕

厥摔倒。

邻居看到田英突然倒下后，不约而同

上前查看，并叫回田英正在小区与朋友打

扑克牌的丈夫何友超。邻居发现田英脸

色惨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许琴、邓小琴

等懂得一些基本常识，叫邻居们不能挪动

田英，以免对她造成二次伤害，只是按住

她的人中和虎口，一边拨打急救电话，田

英醒来不愿意去医院，邻居们又立即跑到

社区卫生室，请来了卫生室医生陈纪水。

待田英情况稍稍稳定，邻居们将她扶

回家中卧床休息，陈纪水给她检查后，发

现其是因为吃了冰箱中的冷食物造成肠

炎所致，现场给其他年龄大的邻居讲解了

相关卫生知识。何友超、田英一家对邻居

的热心相助感动不已，邻居们均认为，大

家都是一个小区的，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区妇联

到拦江镇宣传《百千万巾帼大宣讲》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宣传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精神，区妇联在全区范围内深入

基层指导开展工作，9 月 6 日，区妇联走进拦江镇东平社区组

织《百千万巾帼大宣讲》活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拦江镇对 278 名待业妇女进行再

就业培训，现已有 87 名妇女走上工作岗位，14 名妇女积极投

入创业中并成功开有各类店铺 10 余家；组织成立了巾帼志愿

者 248 名，其中包括儿童志愿者 23 名，60 岁以上的老年志愿者

30 名，同时为拦江镇（包括 28 个村 2 个社区）共计 2189 名儿童

设立健康咨询点，建立健康卡（其中 1299 名留守儿童建档立

卡），为拦江镇东平儿童之家建设做好工作。 （戴广伟）

区食药监局召开食品生产安全警示约谈会

从源头保障饮食安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 9 月 7 日，安居区食药监局

召开食品生产企业警示约谈会，全区 29 家食品生产企业和

95 家白酒小作坊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食品生产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严把进货

查验关、过程控制关和出厂检验关，抓好问题整改和制度落

实，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确保出厂食品质量

安全。监管人员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严厉打击无证生

产、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同

时，还要切实加强服务指导，帮助企业查找问题、解决问题，

积极引导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提升

产品质量。

会议还组织学习讲解了《食品安全法》相关条文，并通报

了今年上半年食品生产企业查处情况。

据了解，安居区食药监局下一步将根据会议精神，积极

督促企业进行整改，组织全区食品生产企业大检查工作，从

源头上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安居区供电公司开展农村用电安全演练

怡东花苑小区老人突然晕厥倒地

邻居热心救助上演感人一幕

安居

招聘公告
遂宁市三仙湖水库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居区

属国有企业）招聘工程管理人员工 1 名；财务人员 1 名，

报名时间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16 日 17：00 止。

咨询电话：0825—8669201；
联系人：唐雷，联系电话15196932062。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28-87306801 028-8730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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