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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严格控制上下客点
经营秩序有一定好转

据了解，市城区班线（定制）客运经营不

规范现象已存在多年，虽然道路运输管理部

门进行了一系列整治，但效果不明显，曾被

群众多次投诉。究其根源，就是道路运输管

理部门是根据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对市城区

班线（定制）客运经营进行管理，缺乏针对性

和科学性。

今年初，市运管处与各区县运管所及道

路客运企业共同商讨，在不突破法律法规

及行业政策的前提下，结合市城区班线（定

制）客运实际，坚持“尊重历史、方便群众、

安全稳定”的原则，制定了《市城区班线（定

制）客运经营规则》（试行），并于 3 月 1 日起

试行。

在新规中，为方便群众出行，规定市城

区班线（定制）客运可依托公交站台临时上

下客，但进行了严格控制，临时上下客点为

桂花方向线路在蜀秀街口公交站台附近（距

公交站台 50 米以上）、蓬溪方向线路在南津

桥公交站台附近（距公交站台 50 米以上）、

白马方向线路在吴家湾公交站台附近（距公

交站台 50 米以上）、定制线路以批复点位设

置临时上下客点（距公交站台 50 米以上），

凡是未在指定临时上下客点上下客的一律

视为违反规定。

市运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新规实行半

年以来，道路客运班车经营秩序得到一定好

转，但运管部门仍然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少

数客运班车存在在市城区违规停车等客现

象。

社会社会传真传真

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执结成功，有些案

件也不得不面对“执行不能”。近日，大英县

人民法院就遇到这样一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

案件。

面对双方当事人经济都很困难，案件一

度陷入“执行不能”的现实情况，承办法官毫

不懈怠，通过阳光执行巧妙化解“执行不能”，

让案件顺利执结，双方当事人长达 4 年的矛

盾成功化解。

男子被撞成重伤
肇事者被判赔偿24万余元

2015 年 9 月，男子李某瑞驾驶一辆登记在

其父亲名下的小轿车，行驶至大英县火象路 1
公里路段处将路边开车门的严某撞倒。

意外发生后，严某伤势较重。经鉴定，严

某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两项二级、一项十级

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由

于李某瑞仅有 23 岁，无固定工作收入、存款，

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2016 年，严某起诉至大英县人民法院。

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严某 112 万元，

李某瑞赔偿严某 246742.97 元，扣除垫付的医

疗费后，李某瑞应赔偿严某 166742.97 元。

受害人再次诉讼
获赔护理费 29万余元

第一份判决生效后，保险公司履行了全

部义务，但李某瑞未履行义务。随后，申请人

严某向大英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

法院通过执行查询平台查询、扣划，也仅执行

到位 2145 元。

2019 年 1 月，严某再次对后期的护理费提

起诉讼。因严某严重残疾，已超过了两年的

专人护理期限，但还需对其日常生活进行护

理，因此，法院判决李某瑞向严某赔偿护理依

赖护理费 299208 元。

以上两案，被执行人李某瑞应赔偿的金

额达 463805.97 元。判决生效后，李某瑞仍未

履行义务。严某再次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

了执行申请。

阳光执行“执行不能”
双方长达4年的矛盾化解

立案后，执行法官调查走访了解到，一方

面，严某发生交通事故时仅有 32 岁，上有老

下有小。其妻在其发生交通事故后暂停工

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的丈夫和幼小的子女中，整个家庭已风雨飘

摇。另一方面，李某瑞患有癫痫，案发后，精

神压力非常大，需要长期吃药。此外，调查中

得知李某瑞的爷爷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刚出

院几天，家庭的重担主要落在其父亲身上。

此案已经陷入“执行不能”的僵局。如何

早日挥别伤痛，让两个家庭重新开始生活？

为此，执行法官一刻也未懈怠，多角度做当事

人的工作。一方面，执行法官邀请严某的家

属见证执行的整个过程，参与财产调查，让严

某家属详细了解李某瑞的家庭情况，确认其

确无履行能力；另一方面，执行法官从情理、

法理的角度说服李某瑞的父亲，协助解决赔

偿事宜。最终，李某瑞的父亲在执行法官晓

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下，表示同意尽最大

的努力替儿子赔偿，但履行能力有限，最多能

承担 21 万元。

面对执行干警耐心细致的工作以及李某瑞父

亲的拳拳爱子之情，严某的亲属从最初的崩溃情

绪中走了出来，表示愿意接受 210000元赔偿款，

并自愿放弃剩余的赔偿款。

同时，鉴于严某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大英

县人民法院对严某启动了执行救助，救助金额

为 10000 元，免除了双方的诉讼费和执行费约

2 万余元。至此，该案得以顺利执结，双方长

达 4 年的矛盾得以化解。

（成代龙 闫小敏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经济困难，案件一度陷入“执行不能”

法院阳光执行化解长达4年的矛盾

8 月 28
日起，市运
管 处 联 合
船 山 区 运
管 所 组 成
联 合 执 法
队伍，在市
城 区 开 展
班 线 客 运
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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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合力 开展班线客运专项整治
严管重罚 屡教不改将被责令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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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开展交通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8 月 27 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结合“迎大庆·
保平安”专项整治行动，深入辖区广鑫氧气厂

开展交通安全大检查活动，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车辆及驾驶人源

头管理，提高企业及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

在广鑫氧气厂，检查组向该企业相关负

责人通报了近期全国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典型

案例，同时检查了该企业日常管理、驾驶员资

质和安全教育等情况，还对部分危化品运输

车辆进行了抽查检验，对车辆紧急切断装置

的安装情况及安全防护装备是否完善进行了

仔细核对查验。检查组要求，作为危化运输

企业，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不断强化主体责

任意识，高度重视运输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弦，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严防重特大交通事

故发生；要加强对广大驾驶员开展安全警示

教育，牢记安全第一的车辆运行原则，主动发

现车辆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堵塞管理

漏洞；严格日常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企业内

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专人通过卫星定位系

统监控平台，实时监督、提醒、纠正营运车辆

超速、超员、违停、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细化

管理查处措施，严厉处罚教育。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期，该大队还将持续做好路面危

化运输车辆的管控工作，确保城市道路安畅。

两部手机、9 万余元的救命钱被盗，警方

介入调查，不久后，手机突然出现在了失主的

门缝中。原来，迫于警方压力，窃贼主动将被

盗手机归还。

当日 18 时 30 分许，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北

固派出所接 110 指令：明月路佳艺广告公司门

面内的手机被盗，请出警。值班民警徐良随即

与报警人取得联系，报警人汪芩称其两部手机

被盗，手机微信零钱有 2 万余元，还绑定了一张

7 万多元的银行卡，且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了

解情况后，徐良立即带领两名辅警前往处警。

“汪女士的母亲在住院，晚上还要去给她

交住院费，如果被小偷转走了就麻烦了。”出警

民警说，被盗的两部手机中一部是汪女士的，

一部是其男友的。其中，男友手机上存了多年

来做广告业务的客户信息，手机丢失就相当于

生意泡汤了。事发当晚，两人准备去医院照顾

生病的母亲，所以就急匆匆地去门面里面的小

厨房做饭，手机就放在门面的洗衣机上，等出

来时就发现手机被盗。

为避免受害人遭受更大损失，徐良一边

安慰两人，一边指导两人到移动公司补卡，找

手机进行微信冻结、银行卡解绑等操作，民警

一直陪着两人完成操作才放心离开。

结合案发现场情况，为避免破案有利条

件流失，案发当晚，北固派出所安排警力调取

多点位监控，并第一时间开展走访排查等工

作，一直持续到晚上 12 点才结束。

时间到了第二天上午，受害人来电告诉

民警，被盗的两部手机在案发当晚 11 点过被

人悄悄地放到门面卷帘门内，见到失而复得

的手机，汪女士和男朋友喜出望外，并对民警

的辛劳表示感谢。

随后，汪女士和男朋友来到北固派出所，

向民警送上一面“维护正义 刚正不阿”的锦

旗，以表达谢意。

不久，盗窃手机的犯罪嫌疑人周某某也

被公安机关抓获。

据介绍，周某某系遂宁人，有多次盗窃前

科并被公安机关处罚，这次盗窃得手后，迫于

警方的强大压力，周某某便悄悄地将两部被

盗手机退回案发地。但既然做了违法的事就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目前，周某某已被公安

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刘惠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两手机被盗内有 9万救命钱

窃贼悄悄退回 仍犯了法

第一第一现场现场

“这个地方只能够临时上下客，停车候

客是绝对不允许的，只能人等车，不能车等

人……”8 月 28 日上午，在市城区吴家湾公

交站台附近的临时上下客点，遂宁到酒店垭

以及遂宁到观音的两辆客运班车因存在违

规等客现象，被联合执法队伍的执法人员严

肃批评教育。

“我们已经记录下了司机的相关信息，

第一次发现是批评教育，如果第二次发现，

就会对司机处以罚款，如果屡教不改，我们

将责令企业对车辆进行停运处理。”执法人

员介绍，今年以来，市城区共计检查客运班

车 400 余台，查处违规车辆 33 台，违规车辆

驾驶员分别被处以扣分、罚款等处罚。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将以不定时便衣

暗访与执法明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下一

步，运管部门对市城区班线客运的管理依然

不会放松，全市各道路客运企业也将进一步

加强日常检查，坚持派人员不定时到临时上

下客点进行检查，确保整治成果持续，避免

出现反弹。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整治
▼

今年查处 33台违规车辆
屡教不改将被责令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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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 01 版）绘好“中心、城镇、乡村”三级规

划新蓝图。二要大力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共

享产业发展红利、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展农

民增收渠道，让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确保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三

要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围绕“着力打造成渝经

济区优质农产品供应核心区”目标，进一步选

准主导产业，明确我市农业产业发展主攻方

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力扶持专心发

展产业的企业和专合社，逐步实现每个产业

都有龙头企业引领；大力发展精深加工，积极

扶持一批技术先进、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项

目，着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四要不断提高

发展质量，进一步推进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建设，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五要建立健全

发展体系，不断筑牢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完善

社会化服务体系、做强科技保障体系，进一步

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夯实乡村振兴基

础。六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加快建立一支

能打胜仗、敢打硬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

就当前各项重点工作，邓正权强调，要抓

好乡村振兴，抓好 10 个试点村建设，以试点

村为引领示范，落实系列规划，抓实重大项

目，推动创建乡村振兴先进县、先进乡（镇）和

示范村。要抓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

业农村局要查找不足、总结经验，指导各县区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做好迎检

准备。要抓好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按照时

间节点要求，按时保质完成，为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奠定基础。要抓好动植物疫病防控，全

面落实国、省统一部署，扎实抓好非洲猪瘟防

控和各类动植物疫病防治，确保农产品市场

供应安全。要抓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

全面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反复的农村人口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要

抓牢安全生产，确保防汛防洪重点部位排查

巡查到位，地灾隐患治理到位，森林火源管控

到位。要抓好环境整治，统筹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突出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

理、“厕所革命”；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

保护好河湖岸线，提升水环境质量。

副市长雷云，市政府秘书长付勇参加会

议。

（上接01版）
“很高兴来到这片发展沃土，我将全身

心融入高新区建设发展！”“走进高新，让人憧

憬；融入高新，让人奋发。”谈心谈话会上，实

践锻炼干部、选调生对高新区未来充满期望，

对融入高新区建设斗志昂扬。

冯发贵对实践锻炼干部、新进选调生表

示欢迎。他指出，加快高新区建设，是市委、

市政府贯彻中央、省委决策的重大决定，是贯

彻落实市委七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的重大

举措，是遂宁城市拓展、产业转型的重大选

择，高新区建设发展责任重大。

冯发贵希望实践锻炼干部、选调生尽快

熟悉园区情况、熟知规划举措，自觉融入高新

区建设，甘当高新区建设的拓荒者、孺子牛，

发挥好自身优势，更好助推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他强调，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推动园区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实践锻炼干部、选调生要把

敬业、专业作为价值追求，敬业就要忠诚、干

净、担当，专业就要精通、高效、亲民，主动作

为、甘于奉献，以实际行动助推园区发展。

据了解，高新区将加强对实践锻炼干部、

选调生的关心关爱，构建充分施展才华的良

好平台，确保人岗相适。园区将进一步完善

干部人才招引、培养机制，制定出台干部人才

发展的政策体系，为高新区落实“533”发展战

略、建成国家级高新区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甘当园区拓荒者孺子牛
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联合执法队开展现场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