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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交警以防事故、保畅通、优服
务为出发点，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春节保安护畅工作。 春节期
间， 汝城交警共出动警力 500 余人次，
警车 100 台次，设置执勤点 45 处，发放
宣传资料 5000 余份，处理交通事故 120
起，开展夜查行动 6 次，共查处酒驾 12
起，醉驾 3 起，辖区未发生长时间交通
拥堵，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春节前 ， 汝城县交警大队召开
2021 年春节交通安保部署会， 明确了
春节期间安保工作职责和分工，以确保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春节期间，每天上
午 10 点， 值班领导都要参加市交警支
队视频调度会，确保各项安保工作不漏
管、不失控。

交警在城区郴义路 、文化路 、滨河
路、 南正街等重点路段维护交通秩序，
对乱停乱放车辆以喊话或打电话的方
式提醒车主立即驶离，对拒绝驶离的车
辆进行抄牌、拖移 ，将影响通行的三轮
车、电动车移至停车位，预防交通拥堵。
加强部门联动管控， 调度农村派出所、
“两站两员”“一村一辅警”等，分别在重
点路段设置执勤点， 指挥车辆有序停
放，劝阻交通违法行为，给群众出游营
造良好通行环境。 此外，交警还扎实开
展交通违法整治及夜查行动，重点查处
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超速、超载等
交通违法行为， 净化辖区交通环境，预
防和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曹丽梅

郴州市检察院举行升国旗暨检察官宣誓仪式

弘扬“三牛”精神 创造更“牛”业绩
2 月 18 日，郴州市检察院举行升国

旗暨检察官宣誓仪式， 郴州市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江涛发表新年致辞，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李太平主持，全体
干警、聘用制书记员参加。

雄壮的国歌声响彻检察院， 鲜艳的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全体干警向国旗行
注目礼。 升旗仪式后，在江涛的带领下，
全体干警紧握右拳，面向国旗庄严宣誓。

江涛指出 ，新的一年 ，要秉持 “为民
服务、无私奉献”的情怀，争做“孺子牛”。
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 、 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需要。
要强化“创新发展、攻坚克难”的担当，勇
做“拓荒牛”。 忠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推动“四大检察 ”全面协调充分
发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弘扬艰苦奋斗、
吃苦耐劳的精神，甘做“老黄牛”。坚持全
面从严治检与从优待检相结合， 努力让
检察干警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职业
尊荣感。 全市检察机关要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
铆足“牛”劲、激发“牛”力，勠力同心 ，担
当作为，创造更“牛”的业绩 ，推动“十四
五”时期全市检察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 ，
为实施“新理念引领，可持续发展”战略，
全力打造“一极四区”，谱写服务保障郴
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检察新篇章。

随后， 江涛率院领导班子先后到机
关各内设机构、服务窗口 、值班岗位 、食
堂、 物业处， 挨个给干警职工拜年送祝
福，为新年工作加油鼓劲。

邝静云 郑宁倩

为促进队伍深度融合 , 凝聚干事创
业合力，2 月 18 日， 永兴县检察院开展
了一系列活动。上午，组织全体干警和书
记员举行升旗仪式，重温初心使命，彰显
检察新气象。升旗仪式礼毕后，为增强干
警和书记员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 ，院
党总支、 院工会联合举办了党建知识竞
赛。下午，全院干警和书记员齐聚篮球场
举行了一场气排球比赛。

2 月 19 日， 永兴县检察院举行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1 年第三次 （扩大）
集中学习， 邀请省委宣讲团郴州分团成
员、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唐中明教授，市
委党校法学和公管教研室副主任谭礼塘
教授为全体干警和书记员分别作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专
题辅导讲座。 两场授课主题鲜明 、脉络
清晰 ，内容丰富 、重点突出 ，既有解读
分 析 ，又有 实 例 论证 ，既 讲 出 了 历 史
纵深感 ，又讲出了理论厚重感 。 通过
学习 ，使全体干警和书记员进一步加深
了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深层次认知与理解， 更加坚定了
全体干警和书记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

干事创业的理想信念，为高质量、高标准
开展 2021 年度永兴检察工作奠定了坚
实理论基础。

2 月 20 日上午， 永兴县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李福江主持召开 2021 年度
工作务虚会 ，正视短板 、明晰目标 、细化
措施 ， 为 2021 年度永兴检察工作开好
局、起好步把脉定向。 院领导班子和各内
设机构负责人参加。 会上，各内设机构负
责人总结了 2020 年度工作情况，聚焦重
点问题深入剖析了工作中的瓶颈和短
板，并提出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 分管院
领导对所分管部门 2020 年工作进行点
评，明确了 2021 年新目标、新任务。

李福江表示，2021 年永兴检察工作
要在推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
取得新成效， 在推动依法履职上实现新
进步， 在推动提升规范司法能力水平上
达到新高度， 在推动深化改革上迈出新
步伐， 在推动检察队伍建设上取得新提
升。 要着力从做实党建引领、做强业务工
作、做优特色亮点 、做细能力提升、做深
队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邓珊

2 月 18 日，正月初七，新春上班第
一天，郴州市北湖区法院执行局执结案
件 12 件，其中执行完毕 10 件。

当天一早，就有一名当事人来到执
行局提交结案申请书，请求法官给予结
案。这是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
申请执行人曾某。 2019年 5月 18日，曾
某与王某通过房产中介签订了 《房屋买卖
合同》， 约定王某将一处房产以总价款 43
万元的价格卖给曾某。曾某将全部款项
经由中介公司转给王某后，却没有如愿
拿到房子。 曾某起诉至法院后，双方达
成调解。王某没有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

务，曾某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产经法
院司法拍卖因无人竞价而流拍，最后以
物抵债。 在执行法官调解下，曾某提前
结清了银行贷款，也申请注销了案涉房
抵押权登记。 2 月 18 日，申请执行人来
到法院请求结案，案件得以成功执结。

据悉，该院在春节放假前利用过年
返乡潮有利时间节点，启动“执行风暴”
专项集中行动，执行干警直到除夕仍在
外奔波忙碌，对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
人采取拘留 、罚款等强制措施 ，执行成
效显著。

朱锋云

新春上班第一天执结 12起案件

汝城交警举行春节交通安保部署会。

汝城交警守护平安保畅通

永兴县检察院:凝心聚力再出发

集中学习现场。

郴州市检察院举行升国旗暨检察官宣誓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