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红卫）9 月 28 日，
桃源县检察院组织召开院务会， 专题研究
部署中秋国庆期间开展纠“四风”治陋习工
作。

会上，组织学习了中央、省、市、县和上
级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规
定，集中学习了县纪委 《关于 2020 年中秋
国庆期间开展纠“四风”专项监督检查的工
作方案》，传达了省委巡视组近期在桃源县
巡视情况通报。

党组书记、检察长夏阳强调，要严格遵
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各项规
定，严守检察人员各项纪律。要严格遵守警
车、 公务用车管理使用规定和驾驶机动车
辆规定，公车按规定入库停放封存。要加强
值班纪律。要加大纪律督查力度，开展明查
暗访，严肃查处违纪违规问题，确保节日期
间风清气正、欢乐祥和。

开慧镇营造普法好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 贺敏）“司法小哥哥、

小姐姐们，你们这是干嘛呀？”“今天开展法
治进景区活动，给大家普法来了。”“我从不
犯法，不用学。 ”“您这个观念就落伍了。 法
律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法律不仅是保护
自己的武器，也是不可跨越的底线。 ”

9 月 28 日， 长沙县开慧纪念馆前，普
法志愿者正耐心细致地为游客普及民法知
识。 据了解，为进一步落实法治进乡村，提
高农村居民的法治意识， 县司法局开慧司
法所立足实际， 在年初制定了详细的普法
计划，多途径、多层次、多角度开展一系列
法治宣传活动。

9 月 25 日 18 时 30 分，天空下着
雨，骑着摩托载着妻子肖翠平回家的
新宁县黄金瑶族乡金坪村 6 组村民
匡宗田 ，在路过燕子桥路段时，突然
听到一声巨响。

只见一辆面包车不慎翻入路边
数米高的桥下河道。 “不好，翻车了。 ”
他立即停下摩托，对妻子说，“我马上
报警和打 120，你赶快去村里喊人。 ”

一场雨夜里的大营救拉开序幕。
金坪村距出事地 300 米左右。 报

完警，匡宗田一边高喊“出车祸了，快
来救人啊”，一边朝事发地跑去。 眼前
的面包车翻倒在小溪里，离桥面大概
有 6 米左右，四周陡壁，杂草丛生。 匡
宗田顾不上多想，立刻往下奔去。

肖翠平和村民也陆续赶到。 村民
肖明康率先赶到现场。 面包车上有 6
人，幸好溪水不深，车没被淹没。 车门
已经被撞坏，匡宗田与肖明康想办法
用木棍撬开车门，将伤者一个一个拖
出。并将他们护送至公路。此时，驾车
路过的中巴车司机罗昌宗赶紧停车
过来帮忙。 很快，附近的村民江小英、
肖时友 、华世美 、肖时来 、匡宗球 、陈
长生、匡宗礼、危发连、陶仕富等人以
及乡派出所民警 、乡干部 、卫生院医
护人员 、 村干部也到达现场开展救
援。

救出 5 人后，一名重伤员不能移
动。 “伤者全身多处骨折，内脏可能破
裂，如不及时送医可能会休克。 ”乡卫
生院医生仇瑜卿、王倩看完患者情况
焦急地说。 派出所教导员陈建、乡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长蒋仲明商量先将
轻伤者 5 人转至肖明康家。 现场人员
分成两组，一组人员到村民华世美家
中取下门板做担架，肖明康返回家中
背来割草机 ， 与另一组人员用割草
机、柴刀在荆棘丛中砍出一条生命通
道。

时间就是生命。 蒋仲明、王恒松、
周忠能 、罗昌宗 、肖时友等人一起将
重伤者艰难地抬至路边。 医护人员马
上给伤者做了简单包扎固定并输液。

事发地距离新宁和城步县城都
有 50 多公里， 救护车因雨天道路湿
滑尚在赶来的路上，村民华代茂提出
用自己的皮卡车运送伤者会合救护
车以节省时间。 20 时 20 分，载着重伤
患者的皮卡车离开时，参与现场救援
的人才悄然离去。

据了解，车上人员来自城步苗族
自治县茅坪镇，目前重伤者经及时抢
救已无生命危险。

通讯员 杨坚 何昀 杨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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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威威）近日，涟源
市法院成功执结一起 20 年前的借贷纠
纷案。

1995 年， 童某借款 3 万元给朋友龙
某承包广西南宁某工程项目， 约定工程
结算时偿还。 因龙某经营不善， 工程亏
损 ， 无力偿还童某借款 。 追讨无果后 ，
2000 年 3 月，童某将龙某诉至法院。法院
判决龙某偿还借款， 但龙某始终未履行

法律义务。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龙某因犯罪入

狱两年，出狱后下落不明。 法院在查控手
段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多方查找未发现
可供执行财产，执行陷入僵局。

为落实 “切实解决执行难” 工作要
求， 近年来， 涟源法院积极开展积案清
理，针对一批陈年“骨头案”“钉子案”，借
助信息化手段，进一步加大查控力度。 今

年 4 月， 担心自己失信被执行人身份影
响孩子升学，龙某主动与法院联系，承诺
尽快偿还借款。 鉴于龙某经济状况不佳，
且双方交情颇深， 童某自愿放弃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9 月，龙某将筹措的
3 万元交至法院， 这起历时 20 年的借贷
纠纷终于画上句号。

失信被执行人的孩子就学会受影响
吗？ 执行法官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

司法解释中规定， 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后， 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
学校。 法院执行程序中的各项措施，限制
的是被执行人的财产权。 失信被执行人
子女的人格权、 受教育权仍受到法律保
护。 其子女正常就学不会被影响，但就读
超出普通收费标准的 “贵族学校”“私立
学校”则属于非必需的消费支出，将受到
限制。

常德市自然资源局
党课倡“廉风”

9 月 29 日上午， 常德市自然资源
局执法监察支队党支部书记、 支队长
罗克明以 “以案示警， 拒绝贪腐树形
象；履行尽责，积极作为勇担当”为题，
为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风廉政教
育专题党课。

通讯员 曹青云

本报讯（通讯员 赵立文）9 月
29 日上午，岳阳市召开 2020 年全
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推进会，
研究部署治理超限超载工作。市治
超办主任 、 市政府副秘书长刘衡
岳，市治超办副主任、市交通运输
局副局长赵启鸿， 市治超办副主
任、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党委书记、支队长范律 ，市治超办
副主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党委书
记、支队长易昊出席会议。

会上，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副支队长陈岳军传达了全
省推进科技治超现场会议精神，临
湘市、华容县治超办就开展治超工
作作了典型发言。范律通报了全市
前段治超工作情况，认真分析了治
超工作形势，对下阶段治超工作进
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

今年以来，岳阳市坚决贯彻落
实省 、 市治超工作总体部署和市
委、市政府的总体要求狠抓治超工
作，按照“政府主导 、交通牵头 、部
门联动、属地管理、依法治超、科技
治超”的工作方针，认真履职、主动
作为，始终保持强劲高压态势。 各
县市区（管委会）高度重视，全市建
成公路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 22
套， 建成 6 个县级治超信息平台。

实行高速公路出入口、普通干线公
路 、城市道路 、农村公路 “四路同
治”，常态化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整治”等集中整治行动。 截至今
年 9 月底 ，全市共检测货运车辆
109779 台次 ，查处超限超载车辆
2511 台次 ， 卸载货物 21936 吨 ，
驾驶证扣分 2600 余分， 查 处 非法
改拼装车辆 36 台 ，强制恢复 32
台 。

范律说 ，当前治超工作还存
在科技治超建设滞后 、货运源头
监管不力 、 “百吨王 ” 超载违法
行 为 查 处 量 需 加 强 、 “ 一 超 四
究 ”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等短板，后
阶段治超工作需在推进科技治超、
狠抓源头治超、 覆盖全域治超、信
用治超建设、严格考核督查等方面
下足功夫。

刘衡岳表示，全市各级治超机
构要认清形势 ，高度重视 ；明确目
标 ，突出重点 ；强化队伍 ，提升能
力。 进一步建立健全法规完备、权
责清晰、运行顺畅、执行有力、科学
高效的治超工作体系，以更大的工
作力度、 更扎实有效的工作措施，
强力推进全市治超工作，为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 、畅
通、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

担心孩子上不了学 “资深老赖”主动还款

20 年借贷纠纷画上句号

岳阳统筹推进
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

雨夜大营救
■图片新闻

党课现场。

桃源检察
狠抓双节纠“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