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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上午，汝城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办公室主任何庆
日带领民警，到沙田电站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宣传进企业主题活
动， 沙田电站 30 多名工作人员
参加。

何庆日为企业员工讲述了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知识和安全常识，分
析讲解了酒后驾驶、 超速超员、
疲劳驾驶 、违法载人 、驾乘车辆
不系安全带、不戴头盔等交通违
法行为的危害性。民警还通过剖
析案例，为企业员工讲解交通违
法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并结合辖区交通现状，重申道路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讲解良好的
交通安全习惯在行驶过程中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民警还向企业
员工发放了交通安全宣传手册，
要求企业对员工经常开展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提高职工的交通
安全意识， 引导他们安全驾驶、
文明出行。民警与企业员工进行
问答互动，解答大家在日常行车
中遇到的问题。

王敏

近年来， 郴州市北湖区鲁塘镇
下鲁塘村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提升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推出 “一约四
会”治村模式，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
力。

“好媳妇何兰，湖南好人何良宝
……” 下鲁塘村村务公开栏的红报
中显示。 这是由本村老党员、 老模
范、 新乡贤组成的道德委员会实施
典型带动方式， 通过公开公示对本
村善行义举进行表扬， 对评出的不
道德行为用 “黑榜 ”公布 ，由评议会
进行帮扶教育、及时整改。

不仅是道德委员会， 村民理事
会 、好人协会 、治安协会 ，也都在井
然有序地履行本会职责， 共同构建
“群众事群众议、 群众事群众定、群
众事群众办、群众事群众评、群众事
群众享”的基层群众治理新格局。

在日常生活中， 下鲁塘村村民
理事会积极收集民意， 了解村民诉
求， 讨论决定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

重大事项。 通过扶贫帮困、 捐资助
学，缓解众多家庭的经济压力，助力
乡村振兴。 同时， 提倡村民移风易
俗 ，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 ，反对铺张
浪费，破除封建迷信，使该村精神文
明建设健康发展取得初步成效，“感
情近了，礼钱少了，礼仪来了。 ”一位
村民这样感慨。

好人协会主要以建档立卡贫困
户 、老年人 、五保户 、残疾人和低保
户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及留守儿童 、
特殊村民群体等为重点对象，以“一
助一,多助一，一助多”的个体结对服
务、群体集中服务为基本方式，广泛
开展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便民服
务、 心理咨询、 法律援助等服务活
动，同时将服务推广到公共安全、环
境保护 、文明创建 、平安创建 、应急
救援等公共服务领域。

治安协会由老委会 、 志愿巡逻
队、网格员组成，主要是掌握社情民
意，协助调解民事纠纷，协助治安巡

逻，交通疏导，参与平安创建活动等。
下鲁塘村通过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对矛盾纠纷进行分类 ，明确
化解流程，由村辅警、老委会牵头并
广泛发动其他群众参与化解，今年已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几十起。

下鲁塘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发
挥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结
合驻村领导、党代表、人大代表、法律
顾问、老年协会、妇联等意见，通过村
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村规
民约。 为了切实保障基层群众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下鲁塘村把党
务、村务、财务公示公开制度化、常态
化。 在乡村治理的背景下，村党员干
部、 支村两委成员通过组织生活会、
村务监督月例会等宣传政策、规划村
庄建设， 让村民对村级事务清清楚
楚 、明明白白，提升了村民参与家园
建设的主动性、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
性。

何津峰

收买被拐卖智障女
男子被判拘役
李某年过半百， 为生儿子，

竟然收买 27 岁的智障女为其
“代孕生子”。 近日，郴州市北湖
区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案件，李
某被判处拘役 5 个月。

李某和妻子育有一子一女，
2018 年 5 月， 李某的儿子因交
通事故遇难。 为再生一个儿子，
夫妻俩多处求医，医生告知其妻
子年纪过大已不适合再生，李某
便萌生了“代孕生子”的念头，并
四处散布这种想法 。 后经人介
绍，李某认识了媒婆胡某。起初，
胡某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李某，
收了李某好处费 2 万元，1 个月
后，胡某侄女以李某有妻子为由
离开了李某。胡某承诺继续给李
某寻找合适的人。

2019 年 6 月 21 日 ，患有智
力和精神障碍的张某在郴州游
园玩耍时碰到胡某，胡某说要带
她去买鸡腿和饮料，张某坐上了
胡某的车，被带至广东东莞市大
朗镇。 胡某找到在此打工的李
某，再次向李某索要 3 万元。 李
某安顿好张某，并安排妻子照顾
其饮食起居。 6 月 27 日，经群众
报警，张某被解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
某以代孕生子为目的，明知是被
拐卖的妇女而予以收买 ,其行为
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被告
人李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依法
应当认定为坦白, 可从轻处罚。
被告人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 ,
无虐待及其他伤害行为,且未阻
碍公安机关解救及被害人返回
原居住地,依法可减轻处罚。 据
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朱锋云 曾雅静

感情近了 礼钱少了 礼仪来了
北湖区鲁塘镇下鲁塘村创新基层群众自治见成效

巡回法庭在审案。

郴州中院集中兑现近千万元执行款
郴州市委第一巡察组对郴州中院开展巡

察工作以来，郴州中院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行
立改，边整边改。 近期，聚焦解决群众关注的
执行难问题，组织执行款集中兑现活动，发
放近千万元执行款给申请执行人广东省基础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分行、中核西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11
家单位和个人。

郴州中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规范执行行
为，提高执行效率 ，采取多项措施巩固 “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执行工作取得了

新的成效。 郴州中院将继续加大对失信被
执行人的曝光力度， 进一步完善联合信用
惩戒机制，织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
用惩戒网，坚持司法为民，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眭勇 曹勇

桂阳巡回法庭开审一起贩毒案
桂阳县检察院近日指派院党组成员 、

副检察长周明里等检察官为公诉人， 出席
巡回法庭支持公诉。 当天上午， 桂阳县法
院在正和镇设立巡回法庭公开审理李某贩
卖毒品一案，乡镇干部及当地群众到庭旁听。

检察机关指控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 被告人李某在桂阳先后 6 次贩卖
毒品给邓某、何某，非法获利 8800 元。

庭审中，公诉人对本案的证据采信、法
律适用和量刑情节分别发表了公诉意见 ，
被告人李某多次贩卖毒品给他人， 情节严
重，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根据李某的犯
罪情节、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以贩卖
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
罚金 1 万元。

经审理， 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认定的
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当庭宣判：被告人李
某犯贩卖毒品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我认罪悔罪，我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
极大的危害，我对不起家人和朋友，我会好
好改造，重新做人。 ”法庭上，被告人李某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
上诉。

公诉人在庭审发表公诉意见时， 结合
案件事实教育被告人并告诫旁听群众 ，毒

品对人体伤害极大， 长期吸食毒品的人经
常会出现喜怒无常，狂躁等症状，为了筹到
毒资，往往置道德、法律于不顾 ，走上犯罪

道路， 对家庭、 对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
害。 警示人们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段苏航

汝城交警进企业
宣传交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