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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整治交通
顽瘴痼疾再下猛药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和明 曹
国胜）今年以来，嘉禾县聚焦“人、
车、路、企、政”，大力开展“五大专
项行动”。 嘉禾县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整治办联合城管局、 市场监管
局、 教育局等部门形成大范围抓
手，针对残存的问题再下猛药。 截
至 4 月 21 日， 该县共查获摩托车
无牌无证 200 余起、摩托车辆违规
超载 8 起、货车非法改装 10 起。

“我们着重监管‘两客一危一
校’车辆，严查无牌、无证、非法改
（拼）装、报废车辆，落实好公路治
超站 ‘路警联合执法 ’制度 ，严格
查处超载、超限等行为。 ”嘉禾县
交警大队大队长曹万忠介绍 ，交
警大队还拓展了执法范围 ， 配合
乡镇人民政府落实马路市场通行
秩序管控， 建立赶场赶集值守制
度，以马路市场为重点，加大对农
村地区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
力度，推动实现了整治行动“城乡
一体化”。

嘉禾县市场监管局和县城管
局联动创新执法机制， 大力排查
城区道路安全隐患， 合理规划设
置城区道路安全设施。 依法查处
城区占道经营、超门面经营、违章
搭建等行为， 实现城市管理视频
监控等资源共享共用。 督促车检
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车检业务 ，从
严查处替检、 篡改等方式出具虚
假检验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
强工程运输车辆管理， 查处渣土
车等工程车辆营运公司超速 、超
载等违法行为，落实电动车、三轮
车销售上牌制度。

嘉禾县教育局发 挥教 育 特
色，学校、校车公司联动开展岗前
培训，强化校车驾驶人安全教育。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组织召开学
生家长会 ，推出 “大手牵小手 ”活
动，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优化升级
校车动态监控网络传输技术 ，健
全动态监管工作机制， 依据动态
监控数据及时向公安交警部门推
送校车违法信息， 交通安全环境
一天天好转。

诉前检察建议畅通生命通道
本报讯（通讯员 陈国庆）近日，郴州市北

湖区检察院积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将“我为
群众办实事”落实到具体业务工作中，为回应
群众关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北湖区多个
居民小区消防车通道堵塞问题，向相关职能部
门送达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有效
助力生命通道的畅通。

北湖区检察院在开展消防安全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 ， 通过实地走访调
查，发现位于北湖区南岭大道路段的翠江
锦苑、汇华公寓和位于香雪路乐仙阳光苑
等多个居民小区的消防车通道，在下午下
班后至次日上班前时间段被小区业主车
辆占用、堵塞，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消防车
通道是灭火救人的生命通道， 若被堵塞，
一旦发生火灾，消防救援力量难以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

严重威胁。
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保障生命通道的

畅通，北湖区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发送消防
安全领域诉前检察建议书，督促其依法履职，
及时整改， 消除隐患。 相关部门收到检察
建议书后积极联动，迅速开展整治，清理了
非法停放车辆， 同时采取完善消防车通道
路面标志线、增设消防车通道禁停标志、加
大消防车通道严禁停车宣传教育等措施，
防止车辆占道堵塞消防车通道的情形再度
发生。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是践行
司法为民的重要力量。下一步，北湖区检察
院将继续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持续加
大对影响消防应急和救援等公益诉讼领域
的监督力度， 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本报讯（通讯员 朱锋云）队伍教育整
顿开展以来，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党建为
引领，以党员、领导“关键少数”为重点、以
“最大多数”为覆盖、以涵养“初心使命”为
目标 ，将学习教育贯穿始终 ，推动学习教
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实现了
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的良好开局。

确保“靶心不偏”。 “微型图书馆”是该
院在郴州中院统一部署下实施的一个创
新动作 ，各支部根据实际 ，将 “微信图书
馆”打造成各具特色 、功能齐备的党支部
活动室，这里成了党员学习、交流、提升的
阵地。

北湖法院就依托党支部扎实开展学
习教育，将学习教育融入主题党日、“三会
一课”，通过“党支部集中学+党员自觉学”
的模式，实现了教育整顿学习教育与党建
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推进。 该院还充分

运用“学习强国”等平台，有效促进学习教
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做到“学深悟透”。 该院教育整顿工作
从一开始就紧盯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
数”，通过专家讲座、研讨交流、警示教育、
摘抄读书笔记、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开展
学习教育。 这种“领导领衔、支部带头、全
员参与 ”的学习教育机制 ，以点的突破带
动面的提升，“人人学”的氛围蔚然成风。

教育整顿工作开展 1 个月来，该院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已组织集体学习 4 次，
切实做到学懂弄通、真学真懂、真信真悟。

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4 月 16 日，市区
两级法院、司法局诉源治理与诉调对接工
作联席会议 ，在北湖法院召开 ，与会代表
就构建便民利民惠民高效的矛盾纠纷化
解机制，畅通群众纠纷解决渠道 ，深化诉
源治理，源头治理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讨论。
北湖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挺在前面，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务体系建设 ，大力推进诉源治理 、诉调
对接工作 ，2020 年新收案件数同比下降
20.23%，其中民商事案件同比下降 20.1%。

“三月爱民服务月 ”活动是该院的传
统， 这一活动已连续开展 31 年。 该院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与 “三月爱民服务月 ”
深度融合，组织开展帮助特困当事人、“送
法进校园”“法护一江碧水”等普法宣传活
动 ，实质性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引导
干警增强群众观念 、树牢宗旨意识 、走好
群众路线，强化教育整顿工作实效。 截至
目前， 该院工作人员深入机关、 农村、社
区、学校、企业等，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 100 余场次，举行法律进社区宣传活
动 20 余场，发放普法资料 2 万余册。

本报讯 （通讯员 曹德莉）“中国 （湖
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郴州片区位于苏仙
区，苏仙检察将在服务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中制定系列措施。 ”4 月 22 日，在郴州市苏
仙区检察院召开整治顽瘴痼疾征求意见
座谈会上，该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胡永庆
就推进企业合规试点、服务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回答一位民企代表的提问。

聚焦顽瘴痼疾 ，广纳各方意见 ，落实
“开门搞整顿”，确保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
纠整改环节走深走实，苏仙区检察院邀请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区有关单位代表以
及律师、群众代表共 13 人参会。 会议由党
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全洪根主持 ，在家班
子成员及该院整顿办相关同志参加。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廖伟鸿通报了
查纠整改工作方案及相关内容，详细解读
了顽瘴痼疾专项整治的内容，传递了该院
“开门纳谏搞整顿，集思广益促整改”的诚
恳态度，提高征求意见建议针对性和实效
性。

与会代表对苏仙区检察院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细化 、目标明确 、措施针对性强
予以肯定， 对该院在加强 “三个规定”宣
传、加强队伍建设、加大立案监督力度、加
强与辖区企业、 学校的沟通联系协作、办
案中落实“以人为本”、多为群众办实事等
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感谢检察机关 ，让我们从涉案阴影
中走出来， 恢复了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建
议 检 察 机 关 多 为 企 业 提 供 法 律 援 助 ，
规避法律风险。 ”一位参会代表对该院严
格执法和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点赞。

北湖法院：在学习教育活动中铸魂固本

苏仙检察广纳意见开门搞整顿

座谈会现场。

多个居民小区消防车通道被车辆堵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