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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网技支队提供

■见习记者 薛宏冰
车水马龙中，寒风骤雨中，他们站

在十字路口，像松柏一样挺拔，为平安
畅通竭尽全力，他们就是漯河交警。“双
节”期间，他们又放弃休息时间、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在道路上巡逻执
勤，疏导交通，为群众平安畅通出行保
驾护航，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良
好社会环境。

这是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双节”
期间，我市交通安全畅通，路面通行畅通
有序，未发生较大交通安全事故，无人员
伤亡，未出现拥堵，交通状况总体平稳。

措施篇：提前谋划保畅通

今年“双节”交汇，假期长、出行
量大，且持续阴雨天气，不安全因素增
多，面对严峻的交通安全形势，全市公
安交通民警假期全员上岗、全警上路、
全力以赴，最大限度疏堵保畅。

针对外出旅游、探亲出行的人车相
对激增的状况，设置交警执法服务站、
公安检查站，切实加强国省道、高速公
路、通往景区道路的警力部署，加强现
场指挥，及时疏导分流，并优化勤务部
署，加大路面防控力度，防止出现大范
围、长距离的排队拥堵。

同时，集中开展大劝导活动，严把
出村口、出镇口，对辖区的面包车超员
载客、酒后驾驶、货车违法载人等行为
进行劝导，对外地客车、自驾游车辆进
行提示。组建执法小分队，延伸管控触
角，加强通往景区和城乡接合部道路的
巡逻管控，纠正车辆乱停乱放，预防交
通拥堵。

在市区主要桥涵、主干道增设岗
点、加派警力加强交通的疏导管理，做

好应急保障，开展专项整治，有力保证
了干线公路、景区周边道路和城市主要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温馨提示，一路同行。我市警方提
前综合分析近年“十一”交通出行状
况，结合假期实时路况，借助全市公安
机关微博、微信平台高密度发布出行提
示，在高峰时段，通过漯河交警微博平
台对京港澳高速路况和交警执勤巡逻进
行了直播，同时，借助广播、手机短
信、高速和市区户外显示大屏等发布出
行交通安全、天气状况等提示信息，为
广大群众安全出行做好全方位服务。

执法篇：严查严防交通事故

为创造“双节”期间良好的道路交
通环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结合节日特
点，以“两客一危”车辆为重点，在全
市范围扎实开展交通安全“四大战役”，
全面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深入推进
交通源头隐患“清零”行动和城市道路
交通秩序整治行动，重点围绕“五率一
量”开展工作，加大对过境重点车辆24
小时全面查控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三
超一疲劳”以及酒驾、醉驾、毒驾等违
法行为，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10月1日8时46分，107国道临颍县
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对过往车辆进行仔
细检查中，一辆豫Q牌号的大型普通客
车司机任某经检测为饮酒后驾驶营运车
辆上道路行驶。交警部门随即依法，对
任某做出罚款5000元，拘留15日，吊销
驾驶证的处罚。同时，该案通报任某所
在客运公司，敦促企业加强源头安全监
管，堵塞管理漏洞，并在漯河交警微信
平台等该案进行曝光，扩大影响力。

10月3日19点50分，舞阳县交警大

队城区中队中队长王国营带领民警在舞
阳县城区南环路附近巡逻时，发现一辆
豫Q牌号轻型普通货车对坑洼道路非但
不绕行还横冲直撞。停车检查中，民警
发现该车载有 5 瓶液化气罐，而车辆并
非营运车辆。经进一步检查，该车驾驶
员董某某为无证驾驶，且属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且在2014年曾因酒后驾驶机动
车接受过交警处罚。舞阳县交警部门对
董某某二次饮酒的交通违法行为给予罚
款10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其
无证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 500 元罚
款；舞阳县舞泉镇派出所对董某某非法
运输、买卖危险物质的违法行为，依法
处以5日行政拘留。

对交警的严厉查处行为，有人拍手
称快，有人咬牙切齿，但他们的谆谆教
诲、严厉查处都只有一个目的——让你平
安回家。据统计，“双节”期间，全市共
启动安全执法服务站5个，设置临时执勤
点32个，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259起。

守护篇：我坚守，您团圆

“人海中，车流中，总有那一抹荧
光绿坚守岗位，警灯闪烁，伴随不止”

“他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但每一

个节日都少不了他们，真诚地说一声你
们辛苦了”“车在高速上爆胎了，我都急
坏了，还好有高速交警帮忙，要不还不
知道啥时候能修好回家呢”“我的车被卡
在人行道边石上出不来，幸好碰到漯河
交警帮忙”……这是网友和受困群众的
真情流露。

对网友和群众的夸赞，漯河交警的
回复是：您负责团圆，我负责坚守。

在国庆、中秋安保中，全市公安交
通民警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为了
群众的安全，他们一直在路上。帮群众
修车、推车，疏导交通，救助迷路老
人、儿童回家……风雨里那一抹抹感人
的荧光绿成了马路上靓丽的颜色，送去
温暖的同时，默默守护着群众的平安出
行路。

对假期的持续的阴雨天气，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紧急预
案，要求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哪里有
险情就要及时排除，哪里有求助就要及
时担当，哪里有拥堵就要及时疏导。这
个假期，在路上他们是担当航标的“浇
警”，默默坚守，奉献光热。8 天假期，
全市日均出动警力850多人次、警车122
辆次，接受群众求助32起，为群众做好
事169起。

执著坚守 只为路通人团圆
——我市交警“双节”安保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姚 肖
通讯员 闫 晴

今年46岁的赵大伟是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处处长。工作中，
他廉洁自律、敢于担当，带领全市公诉干
警全面履行指控犯罪、诉讼监督和参与社
会治理三项职能，业务领跑全省：全市公
诉案件质量、刑事抗诉工作位居全省检察
机关第一，未检工作进入全省先进位次。
在日前召开的全市平安建设表彰会上，赵
大伟作为全市人民满意的“十佳政法干
警”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

坚守案件质量生命线

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在赵
大伟心中，维护公平正义、保证案件质
量重于泰山。

“公诉人肩负着对全市刑事犯罪案
件，包括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
污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等犯罪
案件的审查起诉、出庭公诉、抗诉指
导，决定是否退回补充侦查、移送审
查、提起公诉或不起诉，是否有违法侦
查、刑讯逼供，是否枉法判决等重要职
能，因此，公诉人经手的每一起案件、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证据必须按照审判
标准严格审查，确保案件质量，质量过
硬才能确保公平正义。”赵大伟说。

作为一名公诉人，赵大伟认真研究
诉讼制度，制订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公
诉案件办理提升案件办理质量的规定》
等 12 项制度，切实改进公诉工作品质。
与公安、法院联合制订《关于强化命案
办理协作机制的意见》，围绕以审判为中
心的改革，构建新型诉侦、诉判和诉辩
关系，坚持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制
度，切实提升公诉案件质量，并带领公
诉部门牵头组织为期一年的全市检察机
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认真排
查、汇总各类案件办理中的司法不规范
问题，共对4217件各类案件进行全面评
查，对照问题及时整改。

“严谨是赵处最大的特点。”公诉处
的王皓说。2016 年 8 月，在审查一起未
经审批私建砖窑场，破坏30多亩耕地的
案件时，赵大伟顶着炎炎烈日，利用节
假日和农业专家一起到玉米地里仔细勘
察、认真取证，提起公诉前又到省国土
厅征求意见，反复研究比对，确保案件
办理有理有据。

汗水无言，却有力诠释着公诉人的

职业担当。“面对一些有疑点的案件，我
们办案时必须赶赴现场挖掘事实，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证据确凿充分，才能实现
公平正义。”赵大伟说。

当好公诉处“领头羊”

作为公诉处的“领头羊”，赵大伟爱
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感染着每名公诉干警。他带领公诉干警以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全面
履行公诉职能，捍卫司法公正，全力维护
社会稳定，多项业务领跑全省。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类
影响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案件、暴力恐
怖案件以及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的各类案件，并进一步修
订完善《市人民检察院办理重死刑案件
工作规定》。一年来，该院办理的重死刑
案 件 起 诉 正 确 率 、 定 性 准 确 率 均 达
100%，办理死刑案件经验被省人民检察
院转发推广。

此外，赵大伟研究制订了《关于加
强刑事抗诉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切实加
强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机关刑事审判的监
督，有效维护了司法公正。2016年，全
市两级院公诉部门共追加起诉102人，提
出抗诉19人，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
通知书和检察建议213份。办理的段某抢
劫、强奸案，经过依法抗诉，被告人由免
于刑事处罚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该案被评
为全省检察机关“十大精品公诉案件”。

结合我市未成年人特别是留守儿童
司法保护现状，赵大伟积极协调教育、
妇联、民政、共青团等部门，共同出台

《关于加强留守儿童司法保护的意见》，
在全市成立“留守儿童之家检察官办公
室”30余个，推动学校、爱心企业等机
构成立未成年人帮教基地 6 个，未检工
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处副处长王明辉
说：“赵大伟担任公诉处处长以来，带领
全处同志同心协力，公诉处由之前的排
名相对落后一跃成为全省第七。平时在
案件办理中，他总是身先士卒，讨论案

件时条理清楚、指挥得当，以实际行动
感染大家砥砺奋进。”

撑起司法为民的“保护伞”

在办案过程中，赵大伟始终恪守检
察职业道德，自觉抵制办案过程中的各
种干扰和诱惑。同时，他以办案为中
心，做好传、帮、带工作。公诉业务挤
进全省先进的源头活水，是赵大伟带领
公诉人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全市工作重心
的政治胸怀和司法为民的职业情怀。

围绕我市“六项重大攻坚”，赵大伟
制订《关于在公诉工作中落实服务六项
重大攻坚任务的意见》，从制度和职业层
面充分发挥公诉职能，为促进漯河经济
社会发展争当先锋、勇挑重担，在保民
生、保稳定上创新思路。

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承诺为民办好
的10件实事中，赵大伟勇于担当，带领
公诉处全体干警，克服案多人少的困
难，圆满完成多件实事任务。成立“五
进”活动宣讲团，在全市企业、农村、
学校、机关、社区开展法制宣讲活动206
次，受教育人数5万余人次，4名同志被
表彰为“全省法制宣讲先进宣讲员”，市
人民检察院被表彰为“全省五进活动先
进集体”；成功组织“全省检察机关送法
进机关活动启动仪式”和“全省检察机
关关爱留守儿童法治进校园活动启动仪
式”在漯河举办，得到了省人民检察
院、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肯
定；制订全市检察机关《关于改进和加
强未见工作八条意见》《关于加强未成年
人教育挽救八项措施》，该文件被省检察
院全文转发推广。

众志成城出成效。2016年，全市公
诉部门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1328
人，提起公诉1306人，案件审结率全省
第一；强化诉讼监督，抗诉直接改判数
位居全省第一；认真做好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工作，未成年人案件质量评查全省
第一。赵大伟也多次荣记个人三等功，
先后被评为全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市直机关“五好”共产党员等。

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处处长赵大伟

临颍县人民法院在推进执行工
作中，注重深入调研、摸清底数，
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直面问
题和困难，院党组带领全院干警共
同攻克难题，积极创建“无执行积
案先进法院”，全力保障当事人胜
诉权益。

近日，通过调研，该院党组发
现案件数量激增、执行法官断层、执
行工作思路不开阔，仍用土办法、老
思维，执行指挥中心、执行节点管
理、司法网络拍卖平台等信息化设施
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等问题是该院推
进执行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和短板。

找准问题后，该院党组循因施
策、创新举措，逐一破解问题和难

题。该院成立了打击拒执犯罪领导
小组，以定期召开打击拒执犯罪专
题会议的方式，推进解决“执行
难”工作。院党组带领干警以决战
态势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坚持用第
三方评估体系指导规范执行工作，
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迎接评估验收工
作方案，逐项逐条制订详细的时间
表、路线图，明确责任人，反复抓
落实。同时，全面加强和改善执行
装备硬件建设，落实从优待警，加
强业务学习与培训。通过一系列强
力举措，该院扭转了被动局面，打
击拒执、网络司法拍卖、执行案款
发放等单项工作迈入全省第一方
阵。 许 乐

临颍县人民法院

摸准执行症结 逐一破难题

本报讯（见习记者 薛宏冰）
近日，记者从我市召开的寄递渠道
安全综合整治暨全市非法快递网点
清理整顿行动协调推进会上获悉，
我市开展非法快递网点清理整顿活
动，形成对寄递渠道犯罪的严打态
势，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三项基本制
度，坚决打击阻挠执法甚至暴力抗
法行为，以保障全市寄递渠道安
全、平稳、畅通，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为确保非法快递网点清理整顿
任务顺利完成，我市加强了对寄递
渠道非法快递网点清理整顿工作的

组织领导，健全完善了“综治牵
头、部门联合、多方参与、密切协
作”的安全监管工作体系，明确职
责分工，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同
时，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
负责”的要求，出重拳、用实招，
把工作抓实抓细，全力推动寄递渠
道安全整治取得新成效。加强法律
法规政策宣传，增强快递企业从业
人员守法经营意识，做到不逾红
线、不越雷池。振奋精神，同心协
力，齐抓共管，坚决打赢非法快递
网点清理整顿这场攻坚战，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出重拳用实招

我市清理整顿非法快递网点

“这些影片太好了，使我深受
启发，也学到了更多的法律知识，
同学们都很喜欢。”近日，郾城区
孟庙镇第一初级中学8年级学生孟
翔飞看完法治电影后说。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法
律意识，提高其自我防范、自我保
护的能力，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近日，郾城区司法局、区依法
治区办公室和区教体局利用一个月
的时间，在全区100余所中、小学
校开展“法治电影进校园”巡回放

映活动。
此次活动，结合中、小学校

学生的特点，向广大中小学生放
映 《青少年犯罪之家庭预防》《网
吧里的第三只手》《讲“哥们义
气”的代价》《花季少女失足记》
等十余部优秀法治题材电影。影
片通过对大量真实素材的概括提
炼，教育学生们做到不冲动，不
轻信别人的话，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自觉遵守法律，做一名守
法学生。 于会娜

郾城区

法治电影进校园

近日，临颍县人民检察院与临
颍县司法局组成联合督查组，先后
到15个乡镇司法所开展了为期一周
的社区矫正专项检查和法制宣传活
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防止社区
服刑人员托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通过现场核实人员、察看台账
和档案等，做到了全部清点，一一
核实，重点纠防社区服刑人员擅自
外出问题，严格执行近期社区服刑
人员一律不准请假外出的要求，进

一步加强对托管、漏管的清理。
在检查中，对社区矫正工作中

丰富教育学习内容、创新警示教育
形式、活用定位技术等工作成绩给
予肯定，同时提出要求：一是树立
优秀典型，推广经验做法，发挥优秀
司法所的排头兵作用。二是加强档案
整理，及时补充材料。三是统一准假
标准，实现有效监管。四是更新定位
系统，提高定位精度，为监管提供
更多便利。 郭 锐 娄焕英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司法局联合

开展社区矫正专项检查

交警对车主开出罚单。 张鸿雁 摄

雨中指挥疏导交通。 杨 阳 摄

工作中的赵大伟。 杜浩杰 摄


